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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895’杂交杨组培苗对 NaCl 胁迫的生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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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南林‘895’杂交杨( Populus delotides × P. euramericana cv. ‘Nanlin895’)组培苗为试验材料，采用 CK、
25、50、75 和 100 mmol·L-1 5 种盐处理，研究盐胁迫对于‘895’杨叶片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 25 mmol·L-1
盐处理可以促进‘895’杨的生长，100 mmol·L-1 盐处理抑制了‘895’杨的生长。(2)盐处理增加了过氧化氢(H2O2)与丙
二醛(MDA)含量，在 100 mmol·L-1 时处理 20 d 时最为显著。(3)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
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抗坏血酸过氧化物(APX)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APX 的峰值出现在 25 mmol·L-1
盐处理时，SOD、POD 及 CAT 的峰值出现在 50 mmol·L-1 盐处理时。在 100 mmol·L-1 盐处理时，SOD、POD、CAT
和 APX 活性显著低于对照。(4)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谷胱甘肽还原酶(GR)活性、还原型抗坏血酸(AsA)含量呈增加
的趋势，100 mmol·L-1 盐处理时，GR 活性、AsA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谷胱甘肽(GSH)含量在 1 d 与 10 d 处理时随
着盐浓度的上升而增加，20 d 处理时，GSH 含量在 100 mmol·L-1 盐处理较 75 mmol·L-1 盐处理微微下降。(5)根长、
茎长和 MDA、H2O2、GSH 和 AsA 呈负相关关系；MDA、H2O2 与 SOD、CAT、APX 呈负相关关系，与 POD、GR
呈正相关关系；SOD、CAT、APX3 种酶互为正相关关系，POD 与 GR、SOD、CAT 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低
盐浓度(25 mmol·L-1)处理刺激了 ‘895’杨的生长，其通过提升抗氧化酶活性与抗氧化物质含量来维持活性氧平衡，
避免受到毒害；高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抑制了抗氧化酶与非酶抗氧化物质的作用，‘895’杂交杨受到了伤害；
APX 是 ‘895’杂交杨叶片内抵御膜脂过氧化最为关键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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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Populus delotides × P. euramericana cv.‘Nanlin895’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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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oxidant of Populus 'Nanlin895' seedlings were studied under salt stress of 0, 25, 50, 75 and
100 mmol·L-1,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Salt treatment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25 mmol·L-1 promoted the growth of 'Nanlin895' poplar, while which inhibited its growth at 100 mmol·L-1. (2) The contents of H2O2
and MDA increased under the salt treatment, which were most significant when treated with 100 mmol·L-1 salt for 20
days. (3)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t concentration, the peak value of APX appeared under 25 mmol·L-1 salt treatment,
while the peak values of SOD, POD and CAT appeared under 50 mmol·L-1 salt treatment.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enzymes with 100 mmol·L-1 salt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4)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t concentration, the activity of GR and the content of AsA increase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 100
mmol·L-1 salt treatme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The content of GSH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t concentra收稿日期: 201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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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n the 1st and 10th day of the treatment, and it decreased slightly on the 20th day under 100 mmol·L-1 salt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75 mmol·L-1 salt treatment. (5) The root length, stem length and MDA, H2O2, GSH, AsA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MDA and H2O2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D, CAT and APX; SOD, CAT and
APX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t was concluded that salt treatment at low concentration (25
mmol·L-1)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poplar 'Nanlin895'; APX was the key enzyme to defense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in leaves of 'Nanlin895'; salt treatment at high concentration (100 mmol·L-1) inhibited the effect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antioxidant substances and damaged the cells.
Key words: salinity stress; 'Nanlin895' poplar;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目前, 世界上大约有 20%的灌溉土壤受到盐度的
影响，且呈不断恶化的趋势[1]。近几年来，受气候变
化、人口增长、农药化肥过量施用、淡水资源急剧减
少以及环境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土壤盐碱化程度
日趋严重。土壤盐碱化是指土壤含盐量太高，而盐分
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一个重要环境因子[2-3]。改良和
利用大面积的盐渍化土壤、提高盐碱地植被覆盖率
及改善生态环境已迫在眉睫，但是这也是一项难度
大、复杂程度高、时间跨度长的工作。以往人们通
过淡水压碱、挖沟排碱、施用土壤改良剂等措施改
良盐碱地，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容易引起土壤板
结。研究发现，盐碱地上种植耐盐植物可以起到脱
盐的作用，是一种廉价有效的改良盐碱土方法[4]。
因此，探究植物对盐胁迫的反应机制和机理，对培
育抗盐性强的植物意义重大。
杨树(Populus spp.)在碱性土壤区域的生态保护
和 恢 复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5] 。 南 林 ‘895’ 杂 交 杨
(Populus delotides × P. euramericana cv. ‘Nanlin895’)
是南京林业大学培育的速生丰产林新品种，具有速
生、优质、高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优点[6-7]。
目前关于‘895’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方面[8-11]，
对于‘895’杨在盐胁迫下各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研
究较少[12]。本研究从盐胁迫对于‘895’杨生长变化、
抗氧化酶活性、非酶抗氧化性物质含量等指标的影
响出发，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将这些指
标结合起来，探讨‘895’杨对于盐胁迫的反应，为后
续杨树耐盐性研究奠定基础，为培育转基因耐盐杨
树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沿海地区引进耐盐能力强
的杨树品种，提高盐碱化地区的植被覆盖率提供理
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由南林‘895’杨无性系苗的茎段通过组培快繁
手段所得的南林‘895’杨组培苗，以 1 cm 芽茎锥为
外植体，接种在 MS+0.2 mg·L-1 6-BA + NAA+0.02
mg·L-1 TDZ[13]分化培养基上培养形成丛生芽，培养

30～40 d 后丛生芽长至 2 cm，在无菌操作台上取出
单芽，继续接种在 1/2 MS 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
在组培苗长至 6 cm 左右，进行盐胁迫处理。
1.2 方法
1.2.1 方法来源 基于植物生理学实验室的经验，
在水土保持实验室重新设计并完成了该试验。
1.2.2 模拟盐胁迫处理 以不加 NaCl 的培养基为
对照，在培养基中添加 25（低盐）、50、75 和 100
mmol·L-1（高盐）浓度 NaCl 进行不同程度盐胁迫实
验。培养基添加 3%蔗糖、0.65%琼脂，培养温度为
（26±1）ºC，光照强度为 55 µmol·m-2·s-1，光照时
间为 14 h·d-1。分别培养 1、10 和 20 d 后，取出‘895’
杨组培苗，取叶，每个浓度的各取 0.2 g 鲜重，5 次
重复，用密封袋密封好，放入冰箱，－70℃下备用。
每个浓度实验进行 3 次重复。
1.2.3 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丙二醛(MDA)含量测定
参考 Heath[14]方法；过氧化氢(H2O2)含量测定参考刘
俊等[15]方法；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测定采用氮
蓝四唑（NBT）比色法[16]；过氧化物酶(POD)活性测
定采用赵世杰[17]方法；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测定采
用李合生[18]的方法；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活性
测定采用 Parida 等[19]的方法；谷胱甘肽还原酶(GR)
还原型抗坏血酸(AsA)含量测定采用 Arakawa 等[20]
方法；谷胱甘肽(GSH)含量测定采用 Griffith[21]方法。
1.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 SPSS
21.0 程序对 3 次试验所得数据求得平均值和标准误
差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Origin8 与 RStudio 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生长指标的影响
盐处理对于‘895’杂交杨生长有一定的影响。盐
处理后，根长与茎长增减趋势一致，都是随着盐浓
度的升高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25 mmol·L-1 盐
浓度处理 1 d 时，根长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18.9%
(P<0.05) (图 1A)，茎长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21.1% (P<
0.05) (图 1B)。与对照相比，75 与 100 mmol·L-1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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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处理时，根长与茎长较对照显著降低(P<0.05)。
其中 100 mmol·L-1 盐浓度处理 20 d 时，根长与茎长
分别较对照下降了 26.6%与 24.3%。
2.2 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 MDA 和 H2O2 含量
的影响
盐处理后，MDA 含量随着盐浓度的上升而增
加(图 2A)。75 与 100 mmol·L-1L 盐浓度处理时，
MDA 含 量 在 各 天 数 处 理 都 较 对 照 显 著 增 加

963

(P<0.05)，其中 100 mmol·L-1 盐浓度处理 20 d 时，
MDA 含量是对照的 2.21 倍。盐处理 1 d 与 10 d 时，
H2O2 含量较对照增加明显，尤其在 100 mmol·L-1 盐
浓度处理时，H2O2 含量较对照分别显著增加了
58.6%与 53.5%(P<0.05) (图 2B)。盐处理 20 d 时，
除了 100 mmol·L-1 盐浓度处理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65.8%外(P<0.05)，其余盐浓度处理较对照增加的并
不明显。

小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P＜0.05), 相同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P＞0.05)。下同
Different letter superscrip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s
（P＜0.05）, while with the same or no letter supscripts mean no significant
(P＞0.05).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浓度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生长指标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on the plant growth of ‘Nanlin895’ hybrid poplar plantlet

图 2 不同浓度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 MDA 和 H2O2 含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on MDA and H2O2 contents in ‘Nanlin895’ hybrid poplar plantlet

2.3 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抗氧化酶活性影响
盐处理后，不同抗氧化酶活性对于盐胁迫有着
不同的反应。随着盐浓度的上升，SOD 活性呈先增
加后减少的趋势(图 3A)。50 mmol·L-1 盐浓度处理 1、
10 和 20 d 时，SOD 活性较对照显著增加(P<0.05)，
分别增加了 10.6%、15.5%和 17.0%。100 mmol·L-1
盐浓度处理 1、10 及 20 d 时，SOD 活性分别较对照
显著减少了 11.2%、20.5%及 24.8%(P<0.05)。POD
活性随着盐浓度的上升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且
在各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 (图 3B)。盐处理
1 d 时，各浓度 POD 活性分别是对照的 4.56、7.39、
5.59 与 4.45 倍。盐处理 10 与 20 d 时，POD 活性变

化趋势与盐处理 1 d 时 POD 活性变化趋势一致。其
中 50 mmol·L-1 盐浓度处理 10 d 时，POD 活性增加
的最为显著，是对照的 9.46 倍。随着盐浓度的升高，
CAT 活性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图 3C)。盐处理
1 d 时，25 与 50 mmol·L-1 处理较对照显著增加
(P<0.05)，分别增加了 48.4%和 44.3%，100 mmol·L-1
处理较对照显著减少了 27.3%(P<0.05)。盐处理 10 d
时，25 与 50 mmol·L-1 处理较对照显著增加(P<0.05)，
75 与 100 mmol·L-1 处理较对照减少的并不明显。盐
处理 20 d 时，50 mmol·L-1 处理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23.5%(P<0.05)，75 与 100 mmol·L-1 处理较对照显著
减少(P<0.05)，分别减少了 21.6%与 39.6%。随着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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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上升，APX 活性的变化趋势与 SOD、POD、
CAT 活性的变化趋势一致，都是呈先增加后下降的
趋势(图 3D)， 在 25 mmol·L-1 盐处理时，APX 活性
在不同天数分别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13.9%、20.4%和
37.3%(P<0.05)。盐处理 20 d 时，50 mmol·L-1 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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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较对照显著增加了 28.2%(P<0.05)，100 mmol·L-1
盐处理较对照显著减少(P<0.05)。GR 活性随着盐浓
度的上升而增加且所有浓度处理均高于对照(图
3E)，其中 100 mmol·L-1 盐处理在不同天数较对照分
别显著上升了 107.1%、95.6%和 112.2%(P<0.05)。

图 3 不同浓度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on the activities of five protective enzymes of ‘Nanlin895’ hybrid poplar plantlet

Figure 4

图 4 不同浓度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 GSH 和 AsA 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on GSH and AsA contents in ‘Nanlin895’ hybrid poplar plantlet

2.4 盐处理对南林‘895’杂交杨 GSH 和 AsA 含量的
影响
盐处理 1 与 10 d 时，GSH 含量随着盐浓度上升
呈增加的趋势，75 与 100 mmol·L-1 盐处理较对照显
著增加(P<0.05)，其中 100 mmol·L-1 盐处理较对照
分别增加了 31.6%与 34.0%。盐处理 20 d 时，4 种
浓度处理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75 mmol·L-1 处
理较 25 和 50 mmol·L-1 处理增加明显，
100 mmol·L-1
处理较 75 mmol·L-1 处理微微减少(图 4A)。随着盐
浓度的上升，AsA 含量呈上升趋势(图 4B)。盐处理

1 d 时， 25 mmol·L-1 处理较对照微微增长，其余盐
浓度处理较对照显著增加(P<0.05)。盐处理 10 与 20
d 时，所有浓度处理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尤其
是 100 mmol·L-1 处理，其较对照分别增加了 74.3%
与 74.2%。
2.5 南林‘895’杂交杨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图 5)表明：根长、茎长除了与
POD 无明显相关性外，和其余指标都呈现出极强的
相关性。根长、茎长和 MDA、GR、GSH、AsA、
H2O2 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和 CAT、APX、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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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P＜0.01，*** P＜0.001
图 5 南林'895'杨组培苗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me indexes of ‘Nanlin895’ hybrid poplar plantlet

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MDA、H2O2 和其余抗氧化
酶与抗氧化物质有一定的相关性。MDA、H2O2 和
GR、GSH、AsA、POD 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和
SOD、CAT、APX 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5 种抗氧
化酶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SOD、CAT、APX 互
为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OD 和 GR、SOD、CAT 呈
一定的正相关关系，GR 和 CAT、APX、SOD 呈一
定的负相关关系，和 GSH、ASA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GSH 和 AsA 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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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讨论与结论

植物生长过程对盐胁迫比较敏感，而生长量作
为植物代谢过程在形态上的综合体现，是植物耐盐
性的直接指标 [22] 。本研究中，根长与茎长在 25
mmol·L-1 盐处理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表明了低
盐浓度(25 mmol·L-1)处理对南林‘895’杨的生长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这与李伟强等[23]的研究结论相似。
而在 100 mmol·L-1 盐处理下，根长与茎长较对照都
显著下降，表明了高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已经
对 ‘895’杨产生了毒害作用，抑制了其生长，这跟
王金平等[24]的研究结论一致。

正常生长条件下，植物体活性氧的产生与消除
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盐胁迫扰乱这一平衡后，
过量的活性氧（主要是超氧阴离子(O2·-)、羟自由基
(HO·)、单线态氧(1O2)和过氧化氢(H2O2)等物质）将
攻击生物膜，造成膜脂过氧化[25-26]，而膜脂过氧化
作用的产物就是丙二醛(MDA)。本研究中，MDA 和
H2O2 含量都随着盐浓度的上升而增加，这与王金平
[27]
、
王舒甜[28]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
除了 25 mmol·L-1
盐处理 20 d 时，MDA 含量较对照显著增加外，其余
无论盐处理 1、10 还是 20 d 时，MDA 和 H2O2 含量
较对照都增长得不显著。在 100 mmol·L-1 处理时，
MDA 和 H2O2 含量较对照显著上升且均高于其余处
理。表明了低盐浓度(25 mmol·L-1)处理会造成 ‘895’
杨膜脂过氧化，此时植物通过自身的耐盐能力来抵
御盐胁迫造成的伤害，但是随着盐浓度的升高，高
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加剧产生了 H2O2，活性氧
的产生与消除的动态平衡被严重破坏，使得 ‘895’
杨膜脂过氧化程度进一步的加重，植物受到了损伤。
通过生长指标与 MDA、H2O2 的相关性分析来看，根
长、茎长和 MDA、H2O2 呈极显著或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明了盐胁迫造成了 MDA、H2O2 含量的增加，从而
导致‘895’杨受到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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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胁迫扰乱了活性氧的动态平衡，造成了膜脂
过氧化，此时植物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抗坏血酸过
氧化物(APX)、谷胱甘肽还原酶(GR)等酶系统[29]和
谷胱甘肽(GSH) 与抗坏血酸(AsA)等非酶抗氧化系
统[30]发挥作用共同抵御膜脂过氧化，清除过多的活
性氧。本研究中，SOD 活性的提高有助于氧自由基
的清除，当高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时，SOD 活
性显著低于对照，表明了此时‘895’杨已经受到了盐
胁迫的伤害，SOD 活性受到了一定的抑制。POD 活
性也是随着盐浓度的上升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但是在高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时，POD 活性还
是显著高于对照，说明此时 POD 的作用也是很强
的，可以缓解一部分高盐处理对于‘895’杨的伤害，
这与徐彩平[31]的结论类似。盐处理后，CAT 活性的
变化趋势与 SOD 活性的变化趋势一致，尤其是 100
mmol·L-1 盐处理时显著低于对照。APX 活性的变化
趋势依然是先增加后下降且 100 mmol·L-1 处理时显
著低于对照，但是 APX 活性上升的顶峰在 25
mmol·L-1 处理，而 SOD、POD、CAT 活性上升的峰
值在 50 mmol·L-1 处理，表明了在低盐浓度 (25
mmol·L-1) 处理时，‘895’杨体内的 SOD、POD、CAT
和 APX 4 种酶协同作用，共同抵御膜脂过氧化，此
时 APX 活性已达到顶峰。50 mmol·L-1 处理时，APX
活性开始减弱，SOD、POD 及 CAT 活性达到顶峰，
表明了此时 SOD、POD 和 CAT 3 种酶是清除活性
氧中起主要作用的酶。在高盐浓度 (100 mmol·L-1)
处理时，SOD、CAT 及 APX 3 种酶活性均显著低于
对照，而 POD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表明了此时 SOD、
CAT 和 APX 3 种酶活性受到了抑制，POD 起主要
作用。
在‘895’杨体内，GR 是保证 GSH 含量的关键[32]。
AsA 和 GSH 本身就是活性氧的清除剂[33]。本研究
中，GR 活性与 AsA 含量都随着盐浓度的上升而一
直增加，这与梁泰帅和赵肖琼[34]及山溪等[35]的结论
相一致，而 GSH 含量在 100 mmol·L-1 浓度处理 20 d
时，却有了轻微的下降，表明了盐处理可以增强 GR
的活性与 AsA 的再生能力来抵抗盐胁迫的危害，而
高盐浓度 (100 mmol·L-1)处理对 GSH 清除活性氧的
能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根据相关性分析得知，MDA 与 GR、GSH、AsA
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了 MDA 的含量对于
GSH-AsA 循环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与魏子涵等人的
结论类似[33]。MDA、H2O2 与 SOD、CAT、APX 呈
负相关关系，表明了 3 种酶随着胁迫程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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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逐渐受到了抑制；MDA、H2O2 与 POD、GR
呈正相关关系，表明了该胁迫环境对于这两种酶没
有太大的影响，它们可以持续增加来抵御胁迫的危
害。5 种酶活性之间的相关性显示，SOD、CAT 和
APX 3 种酶互为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OD 与 GR、
SOD、CAT 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 POD 与 SOD、
CAT 不仅随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同时又能协同 GR
持续抵御盐胁迫危害，验证了本研究中的 POD 活性
随着盐浓度的上升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且均显著
高于对照的结论。而根长、茎长与 GSH、AsA 呈极
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了虽然‘895’杨通过不断增加
GSH、AsA 含量来抵御盐胁迫造成的毒害，但是由
于其余酶活性已经受到了影响，所以‘895’杨的根长
与茎长的生长受到了抑制。
本研究对‘895’杨进行盐胁迫处理结果显示，低
盐浓度(25 mmol·L-1)处理下，‘895’杨叶片中的 H2O2
迅速升高。为了消除 H2O2，叶片内的抗氧化酶与抗
氧化物质迅速增加来抵御盐胁迫造成的伤害，尽力
维持活性氧平衡，而生长指标的增长反映了低盐浓
度 (25 mmol·L-1) 处 理 能 促 进 ‘895’ 杨 的 生 长 。 50
mmol·L-1 盐浓度处理下，APX 活性降低，SOD、
POD、CAT 及 GR 在清除活性氧中起主要作用，但
是此时‘895’杨的生长已经受到了抑制，说明了 APX
是‘895’杨叶片内抵抗膜脂过氧化最为关键的酶。高
盐浓度(100 mmol·L-1)处理下，只有 POD 和 GR 活
性依然很强，但因为其余抗氧化酶活性均降低，
‘895’杨已经不能有效地抵御盐胁迫，受到了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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