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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乌桕新品种对 NaCl 胁迫的生理响应及耐盐性评价
隋德宗 1，许中秋 2，王俊毅 2
(1.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南京 210014；2. 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研究乌桕新品种对盐胁迫的生理响应及耐盐性评价，对选育适宜盐碱地区推广应用的品种具有理论意义
和实际价值。以 4 个乌桕新品种‘海滨绯红’、‘海滨晚霞’、‘海滨紫晶’和‘海滨梦幻’二年生嫁接苗为材料，采用盆栽方
法，设置不同浓度的 NaCl（分别为 0、0.2%、0.4%和 0.6%）处理模拟自然环境中的盐胁迫环境，研究 4 个乌桕新品
种在 NaCl 胁迫下的植株生长量、存活率、细胞膜透性、叶绿素含量和光合参数等指标的变化，分析 4 个乌桕新品种
耐受盐胁迫的能力，并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随着盐胁迫浓度升高，4 个乌桕新品种生长量逐渐降低，其中以‘海
滨紫晶’降幅最小；4 个新品种苗木成活率均逐渐降低，其中‘海滨紫晶’成活率最高；4 个新品种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
、
、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
、蒸腾速率（Tr）和叶绿素含量均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而降低，其中‘海滨紫晶’
气孔导度（Gs）
降幅最小，而‘海滨晚霞’最大；而叶片细胞膜透性相反，4 个新品种叶片膜透性均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其中‘海
滨晚霞’升幅最大，达到 217.39%，而‘海滨紫晶’的升幅最小，为 115.23%。经因子分析和隶属函数分析，4 个乌桕新
品种的耐盐性存在明显差异，其耐盐强弱顺序依次为：‘海滨紫晶’ > ‘海滨绯红’ > ‘海滨梦幻’ > ‘海滨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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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response and salt tolerance evaluation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to salt stress
SUI Dezong1, XU Zhongqiu2, WANG Junyi2
(1. Jiangsu Academy of Forestry, Nanjing 210014; 2. Co-Innovatio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Forestry in Southern China, College of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tudied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to salt stress
and evaluation of its tolerance to salt stress, which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opularization
of breeding suitable varieties in saline-alkali areas. Taken two years old grafted seedlings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such as ‘Haibin Zijing’, ‘Haibin Feihong’, ‘Haibin Menghuan’ and ‘Haibin Wanxia’ as the materials,
the seedling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l (0, 0.2%, 0.4% and 0.6%, respectively) to simulate
the salt stres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hanges of plant growth, survival rate,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NaCl stress were studied,
and the tolerance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to salt stres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t stress concentration, the growth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decreased gradually, among
which, ‘Haibin Zijing’ decreased the least; 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s of the four varieties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Haibin Zijing’ was the highest;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intercellular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Ci), transpiration rate (Tr)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of the four new varietie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t concentration, among which, ‘Haibin Zijing’ decreased the least, while ‘Haibin
Wanxia’ decreased the mos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leaf membrane permeability of the four varie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0.6% treatment level. Among them, ‘Haibin Wanxia’ increased the maximum, coming up to
217.39%, while ‘Haibin Zijing’ increased the least, reaching 115.23%.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 analysi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lt stress among the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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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er of salt stress was: ‘Haibin Zijing’ > ‘Haibin Feihong’ > ‘Haibin Menghuan’ > ‘Haibin Wanxia’.
Key words: Triadica sebifera; salt stress; factor analysis; membership function
土壤盐碱化是全球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已成
为农作物生产和林木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障碍[1]。
盐碱化土壤会对植物的光合系统、抗氧化酶系统和
渗透调节系统等造成不利影响，植物可通过激活渗
透作用、光合作用、呼吸代谢和活性氧清除等一系
列响应机制来维持其基本生命特征[2]。江苏的海岸
线长度超过 1 000 km，是我省林业发展最具潜力的
区域，沿海地区林业生产条件差，适生树种少，造
林困难。沿海地区对耐盐林木良种需求十分迫切，
因此，在研究植物耐盐机制的基础上，挖掘并选育
耐盐植物极具现实意义。
乌桕(Triadica sebifera)属大戟科(Euphorbiaceae)
落叶乔木，高可达 15 m，是江苏省沿海滩涂地区唯
一有天然分布的彩叶大乔木，其适应性强，耐水又
耐盐，且集油用、材用、药用和观赏等多种价值于
‘海滨晚霞’
、
‘海滨紫晶’
一身[3-8]。‘海滨绯红’、
和‘海滨梦幻’为近年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所选
育的 4 个乌桕新品种，并已获得新品种授权保护，
是观赏价值较高的彩叶类新品种，目前尚未有关于
其不同品种间生理特征差异及耐盐性评价的报道。
鉴于此，本研究以该 4 个乌桕新品种二年生嫁接苗
为研究对象，设置不同的盐分浓度，以蒸馏水为对
照，测定不同浓度盐分胁迫下各品种的生理指标，
探索其盐胁迫响应机理，并对 4 个乌桕新品种进行
耐盐性综合评价，旨在筛选出耐盐性较强的乌桕新
品种，满足沿海林业发展对耐盐观赏林木品种的需
求，为盐碱地区造林及绿化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1.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以 4 个乌桕新品种‘海滨绯红’、‘海滨晚霞’、‘海
滨紫晶’和‘海滨梦幻’的二年生嫁接苗为试验材料，
砧木为同一家系实生乌桕苗。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9 年 4—9 月在江苏林业科学研究温
室进行，环境温度为 25～35 °C，相对湿度为 40%～
70%。对于每个乌桕新品种，选取生长良好且长势
相对一致的苗木，移栽到直径 30 cm，高 40 cm 花
盆中，每盆栽植 1 株，常规水肥管理。9 月 5 日进
行处理，设置 4 个盐分梯度，即 0（CK）
、0.2 %、
0.4 %和 0.6 %。每个处理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3 盆，
共 9 盆。
采用灌溉盐溶液的方式施盐，
每盆浇 800 mL

相应浓度 NaCl 溶液，处理过程中，盆下放置托盘，
将渗出的溶液倒回盆中以防盐份流失。处理 21 d 后，
测定相关生理指标。

Table 1
名称

表 1 4 个彩叶乌桕新品种
Four new varieties of Triadica sebifera
种源
秋叶颜色

‘海滨绯红’

连云港

鲜红

‘海滨晚霞’

徐州

橙红

‘海滨紫晶’

南京

紫红

‘海滨梦幻’

盐城

暗紫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生长量的测定 盐胁迫处理前和试验结束
后，测定计算生长量(cm)。生长量=处理结束后新梢
生长量–处理前新梢生长量。
1.3.2 成活率的测定 盐处理 21 d 后统计 4 个新品种
的成活率（%），成活率=成活苗子数/处理苗子数 ×
100%。
1.3.3 光合作用参数的测定 在盐胁迫第 21 天上
午 10:00，利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测定植物
叶片气体交换参数，每个处理选取 3 株苗木，测定
每株苗木上部的第 8 ~ 10 片叶的净光合速率（Pn）、
气孔导度（Gs）、蒸腾速率(Tr)、胞间 CO2 浓度(Ci)
等 参 数 。 设 定 光 合 有 效 辐 射 （ PAR ） 为 1 000
、CO2 浓度（Ca）为 400 μmol·mol-1，
μmol·（m-2·s-1）
温度为 25 ℃。
1.3.4 生理指标的测定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乙
醇浸提法[9]；参照邹琦[10]的电导率法测定相对电导
率。每个指标重复测定 3 次。
1.3.5 综合评定方法 应用隶属函数法 [11] 综合评
价 4 个乌桕新品种的耐盐性。
公式为：
（1）
U（Xi）=(Xij –Xijmin)/(Xijmax –Xijmin)
式（1）中，U 表示隶属函数值；Xij 为乌桕新
品种的某一综合指标值；Xijmax 和 Xijmin 分别为所试
品种某一综合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主因子权重：
Wi=Pi/∑Pi(i=1,2,…,n)
（2）
式（2）中，Pi 表示各品种第 i 个综合指标的贡
献率，Wi 表示第 i 个综合指标的权重。
综合耐盐性评价值：
D = ∑ [U ( X i ) × W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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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数据处理 利用 Excel 2013 软件作图，DPS
7.05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采用多重比 较
Duncan 新复极差法进行方差显著性检验( α = 0.05)。
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NaCl 处理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生长量
由图 1 可知，4 个乌桕新品种在不同盐浓度处
理下存在较大的差异，盐胁迫处理 21 d 后，
‘海滨
紫晶’生长量受到盐胁迫影响最小，
‘海滨晚霞’受
影响程度最大。与 CK 相比，
‘海滨紫晶’
、
‘海滨晚
霞’、
‘海滨绯红’和‘海滨梦幻’在 0.2%盐处理下
的生长量均显著下降，分别降低了 81.37%、30.33%、
38.32%和 36.03%，其中‘海滨紫晶’降幅最小，而
‘海滨晚霞’降幅最大；在 0.4%盐处理下，
‘海滨
晚霞’
、
‘海滨梦幻’和‘海滨绯红’生长受到严重
抑制，同比对照分别降低了 86.30%、60.27%和
69.35%；在 0.6%NaCl 处理下，4 个乌桕新品种基本
停止生长。从不同盐浓度处理水平对 4 个乌桕新品
种生长量的抑制效果看，4 个乌桕新品种对盐胁迫
的耐受性强弱为‘海滨紫晶’>‘海滨绯红’>‘海
滨梦幻’>‘海滨晚霞’
。

图 1 不同盐浓度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生长量
Figure 1 The growth of four new Triadica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2.2 不同 NaCl 处理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存活率
由图 2 可知，不同盐浓度处理下各乌桕品种存
活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盐胁迫处理 21 d，
‘海滨紫晶’
和‘海滨绯红’在 0.2% 盐处理下成活率均为 100%，
而‘海滨晚霞’成活率为 96.67%，
‘海滨梦幻’为
88.89%；0.4%处理下‘海滨紫晶’
、
‘海滨绯红’
、
‘海
滨梦幻’和‘海滨晚霞’存活率分别为 88.89%、
77.78%、66.67%和 55.56%；0.6%盐处理下，4 个乌
桕品种存活率均大幅下降且均出现死亡现象，其中
‘海滨紫晶’的存活率最高为 88.89%，而‘海滨晚
霞’存活率最低，仅为 33.30%。

图 2 不同盐浓度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存活率
Figure 2 Survival rates of four new T.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2.3 不同 NaCl 处理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光合参数
2.3.1 净光合速率（Pn） 由图 3（a）可知，4 个
乌桕新品种的 Pn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Pn 随着盐胁迫
浓度的升高而不断降低。在 0.2%盐处理下，4 个品
种的 Pn 都低于 CK，其中以‘海滨晚霞’的降幅最
大，‘海滨紫晶’降幅最小，分别降低了 28.38%和
7.86%；在 0.4%盐处理下，
‘海滨晚霞’受盐害影响
最大，
‘海滨紫晶’Pn 降幅最小且均高于其他品种。
在 0.6%盐处理下，各品种受盐害影响程度与 0.4%
盐处理水平相同。
2.3.2 气孔导度（Gs） 由图 3（b）可知，随着盐
浓度增加，各乌桕品种 Gs 的变化趋势与 Pn 基本一
致。在 0.2%盐处理下，
‘海滨紫晶’、
‘海滨晚霞’
、
‘海滨绯红’和‘海滨梦幻’的 Gs 同比 CK 分别下
降了 23.80%、46.15%、30.76%和 27.27%，其中‘海
滨晚霞’Gs 受盐害影响程度最大，而‘海滨紫晶’
最小；在 0.4%和 0.6%盐处理下各品种受盐害影响
程度与 0.2%的处理水平相同，且 Gs 显著低于 CK
和 0.2%的处理。
2.3.3 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 盐胁迫对不同乌
。4 个乌桕新品种 Ci 变化
桕品种 Ci 的影响见图 3（c）
趋势均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而降低。在 0.2%盐处理下，
与 CK 相比，
‘海滨晚霞’
、
‘海滨绯红’和‘海滨梦
幻’的 Ci 均显著下降，而‘海滨紫晶’下降不显著；
而在 0.4%和 0.6%盐处理下，4 个品种均显著下降。
2.3.4 蒸腾速率（Tr） 由图 3（d）可知，随着盐
胁迫浓度增加，各品种 Tr 的变化趋势与 Pn 趋势相
似。与 CK 相比，
‘海滨晚霞’、
‘海滨绯红’和‘海
滨梦幻’在 0.2%盐处理下的 Tr 均显著下降，而‘海
滨紫晶’下降不显著；在 0.4%盐处理下，
‘海滨晚
霞’Tr 受到抑制效果最大，较 0.6%处理下无显著差
异，而‘海滨紫晶’、
‘海滨绯红’和‘海滨梦幻’
在 0.6%处理下达到最大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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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盐浓度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光合参数
Figure 3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four new T.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Figure 4

图 4 不同盐浓度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叶绿素含量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four new T.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图 5 不同盐浓度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叶片膜透性
Figure 5 Membrane permeability of four new T. sebifera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2.3.5 不同 NaCl 处理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叶绿素
含量 如图 4 所示， 4 个乌桕新品种叶片中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均随盐浓度的升高而不
断下降，不同乌桕品种间存在较大差异。‘海滨紫
晶’
、
‘海滨晚霞’
、
‘海滨绯红’和‘海滨梦幻’在

0.6%盐处理下，叶片叶绿素 a、叶绿素 b 及总叶绿
素含量均显著降低，较对照分别下降了 38.06%、
46.20%、41.46%和 41.26%，其中‘海滨紫晶’降幅
最小，
‘海滨晚霞’降幅最大。
2.4 不同 NaCl 处理下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叶片膜透性
由图 5 可知，随着盐胁迫浓度增加，4 个乌桕
新品种叶片膜透性均不断上升，不同品种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在 0.2%盐处理下，与 CK 相比，‘海滨
紫晶’、‘海滨晚霞’和‘海滨梦幻’的叶片细胞膜
透性显著升高了 36.06%、77.36%和 36.21%，而‘海
滨绯红’差异不显著。在 0.4%盐处理下，4 个品种
的叶片细胞膜透性均显著高于对照；在 0.6%盐处理
下，
‘海滨紫晶’、
‘海滨绯红’、
‘海滨晚霞’和‘海
滨梦幻’的叶片细胞膜透性较对照显著上升，分别
升高了 115.23%、122.83%、217.39%和 1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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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乌桕新品种耐盐性综合评价
2.5.1 4 个乌桕新品种各指标的耐盐系数主成分分
析 通过对 4 个乌桕新品种的 8 个指标耐盐系数进
行因子分析（表 2）
，确定公因子数为 2，累计贡献
达到 96.9%。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51.9%，

893

主要由苗木生长量、存活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
度、胞间二氧化碳浓度和叶绿素含量决定；第二主
成分的贡献率为 45.0%，主要由蒸腾速率和叶片膜
透性决定。

表 2 因子载荷矩阵和贡献率
Table 2 Factor load matrix and contribution rate
指标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贡献率 P

1

0.837

0.845

0.761

0.756

–0.739

0.518

0.715

–0.593

0.519

2
0.671
0.803
0.450
–0.520
–0.533
–0.642
–0.653
–0.852
–0.687
注：R1：生长量；R2：存活率；R3：净光合速率；R4：气孔导度；R5：胞间二氧化碳浓度；R6：蒸腾速率；R7：叶绿素
含量；R8：叶片膜透性。

Table 3
品种
‘海滨绯红’
‘海滨晚霞’
‘海滨紫晶’
‘海滨梦幻’
权重

表 3 4 个乌桕新品种耐盐性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alt-tolerance of four new T. sebifera varieties
X(1)
1.256
– 3.880
3.438
– 0.813

X(2)
– 0.078
0.756
– 0.583
– 1.261

2.5.2 不同乌桕新品种耐盐性的综合评价 通过因
子分析，提取 2 个主成分。采用公式（1）计算出各
，并用公式（2）获得各因
品种隶属函数值 U（Xij）
子权重，分别为 0.921 和 0.079。再通过公式（3）
求出 4 个乌桕新品种的 D 值。从表 3 可知 4 个乌桕
新品种耐盐能力为：‘海滨紫晶’>‘海滨绯红’>
‘海滨梦幻’>‘海滨晚霞’
。

3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植物生长量是植物体快速生长阶段对
盐胁迫最为敏感的指标[6]。盐胁迫条件下，植物生长
量的变化可以作为鉴定其耐盐能力强弱的可靠指标，
生长量越小，说明其耐盐能力越差[7]。本试验中，4
个乌桕品种的生长量均随盐浓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其中‘海滨紫晶’的降幅最小，说明‘海滨紫晶’对
盐胁迫具有较强的耐受能力，其耐盐性最强[8]。
植物的成活率是反映该植物对环境胁迫抗性大
小的最直观因子[9]。本研究表明，随着盐浓度的不
断升高，4 个乌桕新品种存活率逐渐降低，且不同
品种之间差异较大。其中，
‘海滨紫晶’和‘海滨绯
红’的成活率较高，尤其是‘海滨紫晶’在 6%盐
处理下存活率达到 88.89%，仍有较多苗木存活。从
苗木的成活率看，
‘海滨紫晶’耐盐性最强，而后依
次是‘海滨绯红’
、
‘海滨梦幻’和‘海滨晚霞’
，这
与采用隶属函数法进行的综合评价(表 3)结果一致，

U(1)
0.701
0.000
1.000
0.419
0.921

U(2)
0.586
1.000
0.496
0.000
0.079

D
0.693
0.079
0.960
0.386

表明成活率可以综合反映植物的耐盐性。
有研究表明，在盐胁迫环境中，植物光合作用下
降[10]、叶绿素合成受阻[11]、叶片细胞膜透性升高[12]
会导致植物生长量减少、成活率降低。当净光合速
率下降时，如果胞间二氧化碳含量和气孔导度同时
下降，说明净光合速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气孔导度
的下降所至[13-15]。如果气孔导度下降，而胞间二氧
化碳浓度却在上升，表明此时净光合速率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叶肉细胞光合能力的降低[16-19]。本研究中
4 个乌桕新品种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胞间二氧
化碳浓度和蒸腾速率均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而降低，
因此推测 4 个品种净光合速率降低是由气孔限制因
素引起的，其中‘海滨紫晶’受限制较小，表明‘海
滨紫晶’在盐胁迫下较其他品种具有更强的光合能
力。叶绿素是主要的光合色素分子，其含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植物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大小[20-21]。本研究
中 4 个乌桕新品种的叶绿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均随
盐浓度的升高而不断下降，可能是高浓度盐胁迫限
制了叶绿素的合成[22-23]，从而导致净光合速率下降。
植物在盐胁迫状态下，由于细胞失水破坏了细
胞膜结构，其膜透性增强[24]。研究发现，盐胁迫可
对叶片细胞膜造成伤害，导致细胞膜透性变大，电
导率上升[25-27]。本研究中 4 个乌桕新品种的细胞膜
透性均随着盐处理浓度的升高而上升，不同品种存
在明显差异，
‘海滨晚霞’膜透性增加幅度最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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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紫晶’增加幅度最小。
植物的耐盐性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综合性
状，采用单一指标评价植物耐盐性容易造成一定的
片面性[28-29]。本实验对生长量、存活率、Pn、Gs、
Ci 度、Tr、叶绿素含量和叶片膜透性等 8 个指标，
采用隶属函数法对 4 个乌桕新品种的耐盐性进行评
价，其耐盐性大小排序为：
‘海滨紫晶’>‘海滨绯
红’>‘海滨梦幻’>‘海滨晚霞’，这与各品种在
盐胁迫下的受害表现相一致。
综上所述，4 个乌桕新品种中‘海滨紫晶’的
综合耐盐能力最强，其次为‘海滨绯红’和‘海滨
梦幻’
，品种‘海滨晚霞’最弱。盐碱地区造林及绿
化应用时，可根据立地条件的盐分含量选择适宜的
品种，以达到适地适树的效果。品种间具体耐盐遗
传变异情况尚需结合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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