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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不同种源滨梅的耐盐性综合评价 
王小敏，黄 涛，朱 泓，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针对滨梅的耐盐性，采用盆栽的方法，以4个不同种源滨梅的 1年生扦插苗为材料，用 5．85 s／kg NaC1溶 

液浇灌处理42 d，测定盐胁迫后株高、根系活力、质膜透性、MDA含量、SOD活性、Na 含量、蛋白质含量、地上部 

分含水率、地下部分含水率、根冠比等 10个形态和生理生化指标，并将各个指标测定值转换为耐盐系数。采用 

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 1O个指标转化成2个独立的综合变量，求得各材料的每一个综合指标值及相应的隶 

属函数值，经过综合加权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值D的大小，判断出4个不同种源滨梅的耐盐性强弱。 

最终结论认为滨梅可能是通过增加体内含水量来降低过高的Na+对植物体造成伤害的，其耐盐性由大到小依 

次为MA、NY、DEL、MI，即马萨诸塞州种源、纽约州种源、特拉华州种源、密歇根州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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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tted cutting seedlings of 4 provenances NY，MA，DEL and MI of beach plum were treated 

with 5．85g／kg NaC1 for 42 d，10 morphological，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including plant height， 

root vigor，membrane permeability，MDA content，SOD activity，Na content，protein content，water content of O— 

verground part，water content of underground part，root／shoot ratio were determ ined，and converted as salt toler- 

ance identifying indices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 method．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10 indexes were turned into 2 independent variab les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and each composite index and corresponding subordina|e function value of each index were 

calculated，the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s(D)were evaluated by comprehensive weighted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D values，the salt resistance of the 4 beach plums of different provenances was judged．The fi— 

n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salt tolerance of the 4 beach plums of different provenances is in the order of MA 

(Massachusetts)>NY(New York)>DEL(Delaware)>MI(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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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梅(PⅢn m0ritima Marshal1)是原产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一种灌木状耐盐果树，其在沙丘 

固定方面的生态学效应和果实产品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已对滨梅开展了引种栽培  ̈、育 

苗技术 、种子繁殖技术 、组织培养繁殖技术 、耐盐性[6]、遗传变异 等方面的研究，但对不同引 

进滨梅种源的耐盐性比较未见报道。植物耐盐性是一个受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单一指标分析无法 

做出准确评价，而利用主成分分析结合隶属函数法分析能够进行有效全面的评价 。本研究测定了滨 

梅4个引进种源与耐盐性相关的生长、生理生化指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隶属函数分析方法对 

这些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有效评价这些种源的耐盐性，初步推断滨梅的耐盐机理，为滨梅的推广 

和强耐盐品种选育提供物质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材料：来自美国不同产区的1年生滨梅扦插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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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溶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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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贝0试试剂盒， 

连二亚硫酸钠，1％rlTC溶液，1 mol／L硫酸，0．5％硫代巴比妥酸(TBA)，三氯乙酸(TCA)。 

表 1 试验材料及来源 

Tab．1 The sources of 4 provenances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 Marshal1) 

1．2 方法 

盆栽实验在6月进行，将磨细过筛的2 kg轻壤质干土装入带孑L的塑料盆中(盆高 18 cm、底径 l3．5 

cm、口径 15 cm)。每盆栽种 1年生且生长均匀的滨梅扦插苗 1株，初期浇灌淡水，并且浇灌 1次 Hoag— 

land营养液。待苗木生长良好后进行盐胁迫处理，分 3次 5 d内浇灌 NaC1总量为 11．7 g，后期浇灌淡 

水，并将渗入托盘的溶液重新返回塑料盆，使土壤NaC1浓度保持在5．85 g／ 。对照组浇灌淡水，每组3 

个重复，随机区组排列，42 d后结束试验。 

1．2．1 生长指标 测定盐处理0 d、42 d的单株株高，计算实验期株高增幅。处理42 d后，测定地上部 

分、地下部分鲜质量，杀青、烘干后测定干质量(于 105℃杀青 15 min，后在60 cC下烘干至恒质量)，计 

算地上含水率、地下含水率及根冠比。 

含水率=(鲜质量一干质量)／鲜质量 (1) 

1．2．2 生理指标 处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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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 ， 

其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用氮蓝四唑(NBT)光还原法测定，丙二醛(MDA)含量用硫代巴比妥酸 

(TBA)比色法测定，可溶性蛋白(sP)含量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Na 含量采用试剂盒法测定，根系活力 

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I'C)比色法测定，叶片质膜透性用DDS一11型电导率仪测定，以相对电导率表示 

细胞膜受胁迫伤害的程度。 

相对电导率=煮沸前电导率值／煮沸后电导率值×100％ (2) 

1．3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之前先求各单项指标的耐盐系数，利用 SPSS 19．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综合评价方法采用 

聚类分析和标准差系数赋予权重法。 

耐盐系数=盐处理下平均测定值／对照测定值 (3) 

1．3．1 主成分分析 先对各个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各个测定值的耐盐系数，求得综合指标系 

数，然后根据单项指标标准化的值，用公式(4)求得各个材料的2个综合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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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m)=∑[ Xprin(m)j]，( ：1，2，3，⋯一，n) (4) 

(4)式中 (m)为综合指标值， 为单项指标相对值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值，Prin(m)j为综合指标 

的系数 。 

1．3．2 隶属函数分析 每一个材料个综合指标的隶属函数值用公式(5) 叫求得： 

(墨)=，( =1，2，3，⋯⋯，n) (5) 

(5)式中墨表示第 个指标值； i 表示某品种第 个综合指标的最小值； 表示第 个综合指标 

的最大值。根据公式(5)求得每个材料所以综合指标的隶属函数值。 

1_3．3 权重的确定 根据综合指标贡献率的大小用公式(6)求出各综合指标的权重 。̈。。 

= ／∑ ，( =1，2，3，⋯⋯，n) (6) 

(6)式中 值为各材料第 个综合指标的重要程度；p，为各材料第 个综合指标的贡献率。 

1．3．4 综合评价 用公式(7)计算各材料的综合耐盐能力的大小H 。 

D=∑[ ( )× ]，( =1，2，3，⋯．．， ) (7) 
(7)式中D值为各材料在盐胁迫条件下用综合指标评价所得的耐盐性综合评价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项指标的耐盐系数及简单相关性分析 

从表2可见，滨梅4个种源在盐处理后的株高、SOD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有所下降(耐盐系数<1)，各 

种源的根系活力、质膜透性、MDA含量、Na 含量、蛋白质含量、根冠比与对照相比都有所增加(耐盐系数 

>1)，但地上部分含水率和地下部分含水率的变化趋势却不一致。从耐盐系数的值来看，株高的耐盐系 

数 MA和NY的较高，且二者无显著差异，而MI的最低；根系活力耐盐系数最高的是 NY，最低的是 MI； 

4个种源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耐系数无显著差异；丙二醛含量最高的是NY，是 MI的2．2倍；叶片中 

Na 含量最高的是MA，最低的是MI；4个种源蛋白质含量的耐系数无显著差异；地上部含水量的耐盐系 

数是NY、MA和DEL 3个种源的升高，MI的却降低，而地下部分含水量的耐盐系数却仅有 NY升高，其 

他3种源却降低；根冠比最高的是NY，最低的是MI。由以上结果仅能判断M1种源的耐盐性最弱，却无 

法比较NY、MA和DEL 3个种源的耐盐性强弱。因此如果用各单项指标的耐盐系数来评价滨梅耐盐性 

的强弱，则结果无法统一。 

表 2 4个滨梅种源盐处理 40 d后形态和生理生化指标的耐盐系数 

Tab．2 Salt-tolerance coefficience of morphologicaI．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4 provenances of beach plum after NaC!treatment for 42 d 

l司列内不同字母表不差异显著(P<O．05)。 

letters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植物的耐盐性是一个综合性状，滨梅的耐盐性也亦如此。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表3)可以看 

出，所有测定的指标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有的达到极显著水平，使得它们提供的信息发生重 

叠  ̈。同时，由于各单项指标在表征耐盐性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用其中任何单项指标评价都有 

片面性  ̈，所以滨梅的耐盐性评价必须对不同的指标加以综合评价才能得出科学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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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 P<0．05的显著水平，}$表不 P<0．01的显著水平。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O．05。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O．01。 

2．2 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 19．0对 10个单项指标的相对值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综合指标系数和贡献率，根据 

累积贡献率I>85％的原贝0取主成分。前 2个综合指标即株高和根系活力的贡献率分别为 60．06％和 

32．66％，累计贡献率达93．72％。这2个综合指标代表了原来10个指标的的信息(表4)，其余指标可忽 

略不计。这样就把原来lO个单项指标转换为2个新的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这2个综合指标代表了原 

来 10个单项指标93．72％的信息。同时，根据贡献率的大小可知各综合指标的系数和相对重要性。 

表4 各综合指标的系数及贡献 

Tab．4 Coefficients of comprehensive indexes[C1(x)]and proportion(P) 

2．3 综合评价 

2．3．1 隶属函数分析 根据公式(4)求得各个材料的2个综合指标值，然后根据公式(5)求得每一个材 

料各综合指标的隶属函数值(表5)。 

表 5 各材料综合指标值、权重、隶属函数值、D值 

Tab．5 The value of comprehensiveindex[a{x)]。index weight(IW)。H(X)and D 

对于同一综合指标如C／(1)而言，在盐胁迫条件下，NY的 (1)值最大(1．000)，说明NY在 C／(1) 

这一综合指标上表现为最耐盐；MI的“(1)值最小(O．000)，说明MI在 CI(1)这一综合指标上表现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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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耐盐。而根据 ct(2)这一综合却得出MA最耐盐，NY最不耐盐。因此仍旧无法的到一个统一的结 

果，需要进一步计算综合指标的权重，进而进行准确的综合评价。 

2．3．2 权重的确定 根据2个综合指标贡献率的大小，用公式(6)求出各综合指标的权重。2个综合指 

标的权重分别为0．651和0．349(表5)，说明综合指标 cI(1)所占的比重较高。 

2．3．3 综合评价 用公式(7)计算各材料的综合评价值D。D值大小反映了各植物综合耐盐能力，D值 

越大表明越耐盐  ̈。根据D值(表5)对滨梅材料耐盐性强弱进行排序，最终得到滨梅4个种源耐盐能 

力由大到小依次为MA、NY、DEL、MI。由此也筛选出了4个滨梅种源中耐盐性最强的是来自马萨诸塞 

州的 MA，最不耐盐的是来 自密歇根州的 MI。 

3 结论与讨论 

植物的耐盐性是受多个基因控制的，不同材料在盐胁迫条件下对同一指标的反应不尽相同 引̈，因 

此用任何单项指标评价都有片面性，需要从形态、生理、生化等众多指标中筛选出能反映出耐盐性的几 

个综合指标进行鉴定  ̈。但是，仅用指标的测定值来比较植物的耐盐性不能消除植物间的固有差异的 

影响，必然影响到判断的准确性。选择各指标的相对值来评价植物的耐盐性，能消除材料之间的固有差 

异，真正评价出植物的耐盐能力的大小  ̈。 

在盐胁迫下，由于植株碳同化量减少、渗透调节能耗和维持生长能耗增加等原因，常会导致植株生 

长量减少 ，本实验中盐处理与对照相比滨梅生长明显受到抑制(相对值<1)。王利民等  ̈研究表明， 

SOD能清除活性氧等有害物质来缓解盐胁迫对细胞膜的伤害，使滨梅生长正常。实验中盐处理后的 

SOD含量与对照相比降低，可能是由于盐处理时间过长导致细胞生长受到抑制后 SOD分泌减少。植物 

细胞中蛋白质合成代谢在盐胁迫下增强，参与渗透调节，使植物适应盐胁迫环境，实验中处理组的可溶 

性蛋白含量也高于对照，这与阎艳霞等  ̈对不同枣品种的研究一致。MDA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产物 

之一，能直接反映膜受损程度，各实验材料处理组的MDA含量和质膜透性都高于对照，与杨升等  ̈发 

现盐胁迫下卫矛、沙棘和白蜡等3种植物透性增大时其叶片的MDA含量同时上升的结果一致。实验各 

材料的处理组 Na 含量高于对照组，这与张士超等  ̈对高梁在 NaC1胁迫下不同器官中Na 含量明显增 

加一致，而Jabeen等 研究认为细胞质中多余的Na 被转移到液泡中进行隔离，这也是植物耐盐胁迫 

的生理机制之一。本实验各材料处理组的地上部分含水率基本高于对照组，这与王利民等 在盐胁迫 

下滨梅组织含水率为叶>茎>根的研究结果一致。从表2可知，叶片中Na 含量的种源其叶片的含水量 

也相应较高，因此初步推测滨梅的耐盐性有可能是通过增加植物体的含水量，以达到稀释细胞中Na 浓 

度的目的，从而降低过高的Na 对植物体造成伤害。 

不同作物及同一作物不同品种间的耐盐性存在基因型差异 引，而且各材料的单项指标的变化幅 

度差异也较大，因此仅用单一指标难以准确反映植物的耐盐性，需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将10个指标转换成为2个独立的综合变量，进一步求得各材料的每一个综合指标值及 

相应的隶属函数值，综合加权后的到个材料耐盐性的综合评价值(D值)。由于D值是[0，1]闭区间上 

的无量纲系数，可以直接用于耐盐性的评价 J。从综合评价结果结合表 2的各项指标的耐盐系数来 

看，由于4个种源 SOD含量和蛋白质含量无显著差异，所以可以不用来做耐盐评价指标；而株高、叶片 

Na 含量和水分含量的比较结果和综合评价的结果一直，因此可以简单地用这3个指标作为滨梅种源间 

耐盐性的快速评价指标；其他几个指标由于差异比较结果与综合评价结果不一致，不宜用来作滨梅种源 

间耐盐性的指标。 

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隶属函数分析等方法对来自不同产地的4个滨梅种源进行综合 

评价，最终结论认为滨梅可能是通过增加体内含水量来降低过高的Na 对植物体造成伤害的，其耐盐性 

由大到小依次为 MA、NY、DEL、MI，即马萨诸塞州种源、纽约州种源、特拉华州种源、密歇根欧种源，这一 

结果和实际观察的结果一致。本研究的结果为滨梅的耐盐性评工作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的方法，同时 

获得了相对更耐盐的滨梅种源，为滨梅的耐盐育种提供了种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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