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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Ca2+
与盐生植物耐盐性的关系, 以唐古特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为试验材料, 研究不同浓度外源Ca2+

对盐胁

迫下唐古特白刺的生理响应, 结果表明, 盐浓度不高于300 mmol·L-1
时, 施加一定浓度Ca2+ (≤15 mmol·L-1)可增加唐古特白

刺叶片相对含水量, 提高叶片水势与根系活力, 降低电解质外渗率, 减少MDA含量, 增加脯氨酸的积累, 同时提高SOD和

POD活性, 且这种趋势随Ca2+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而高浓度Ca2+ (>15 mmol·L-1)对唐古特白刺各生理指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抑制作用, 影响唐古特白刺的正常代谢活动。说明一定浓度的Ca2+ (≤15 mmol·L-1)能有效缓解盐胁迫(NaCl≤300 
mmol·L-1)对唐古特白刺造成的伤害, 高盐胁迫下外施Ca2+

缓解作用不明显, 甚至表现为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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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traria tangutoru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cium and salt tolerance of 
halophytes;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exogenous calcium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under salt stres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lying appropriate calcium (≤15 mmol·L-1) was able to increase the lea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and leaf water potential, enhance root activity, and reduce electrolyte leakage and MDA 
content, while accumulating proline and increasing SOD, POD activity when NaCl concentration was not 
higher than 300 mmol·L-1, and the trend increased with the rising of calcium concentrations. Yet high 
concentration of calcium (>15 mmol·L-1) have shown inhibi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indices of N. tangutorum, 
affecting the normal metabolic activity. It suggested that appropriate calcium (≤15 mmol·L-1)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alt stress (NaCl≤300 mmol·L-1) damage to N. tangutorum, and the alleviating effect was not 
obvious under high salt stress, even showing inhibition to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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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是植物必需的一种矿质营养元素, 它对维

持细胞壁、细胞膜以及膜结合蛋白的稳定性, 调节

无机离子运输, 且作为细胞内生理生化反应的第二

信使偶联外信号, 调控多种酶活性等都具有重要的

作用(Bush 1995; 余叔文和汤章成1998)。外源钙对

许多植物的盐害效应具有缓解作用, 当植物受到盐

胁迫时, 植物能够通过提高细胞质游离Ca2+
的浓度, 

抑制活性氧物质的生成, 保护细胞质膜的结构, 维
持正常的光合作用, 从而在作物对盐胁迫的感受、

传递、响应和适应过程中发挥作用(颜宏等2000; 
Tattini和Traversi 2009; 杨风军等2010)。

朱晓军等(2004)研究表明, 外源Ca2+
能有效改

善水稻的光合作用, 降低丙二醛(MDA)含量和细

胞膜透性, 增强保护酶活性。NaCl胁迫条件下, 营

养液中加施CaCl2可有效防护胁迫所致的氧化损

伤, 维持较高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进而

维持较高的光合效率、光系统Ⅱ的功能(薛延丰和

刘兆普2006)。外加Ca2+
能通过提高拟南芥对盐胁

迫的适应而增加K+
含量、脯氨酸含量并降低丙二

醛的含量, 增强植物抗离子、渗透和氧化等胁迫

的能力, 从而缓解盐对拟南芥幼苗的伤害, 提高拟

南芥的耐盐性(马淑英和赵明2006)。Cabañero等
(2006)研究认为, Ca2+

能够很好地维持水通道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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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功能, 进而保证盐胁迫下细胞水分代谢的

平衡。可见外源钙在离子选择吸收、膜系统的保

护及光合功能的维护等多方面起到了对盐胁迫伤

害的保护作用。

但外源钙的缓解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性, 即
适宜的Ca2+

浓度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缓解盐害效

应, 但外源Ca2+
浓度较高时, 其促进作用减弱, 甚至

抑制植物的生长(Murillo-Amador等2006)。
目前对Ca2+

对植物耐盐性的调控作用研究大

多集中在作物及非盐生植物(杨利艳和韩榕2011; 
Patel等2011; 陈晓云等2012; Nasir Khan等2012), 且
主要集中在对植物的缓解效应上, 对盐生植物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盐生植物唐古特白刺

(Nitraria tangutorum)一年生苗为试验材料, 探究不

同浓度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的生理生

化影响, 探讨Ca2+
对植物耐盐性的调控作用, 以期

为Ca2+
与植物耐盐性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材料为唐古特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一年生实生苗, 种子购自吉林省白城市林科院。

2  试验材料培养与处理

2.1  材料的培养

2012年3月将经温水浸种24 h后的种子播种于

装有纯净河沙的穴盘中育苗, 待幼苗长出4~5片真

叶时, 定植到10 cm×10 cm的塑料花盆中, 栽培基

质为园土:蛭石=1:1。2013年5月选取长势一致的

一年生实生苗, 用清水浸泡去除根际泥土, 再用蒸

馏水漂洗干净, 并用去离子水冲洗后每盆3株种植

于15 cm×15 cm的塑料花盆中, 栽培基质为纯净河

沙, 用1/2Hoagland全营养液浇灌培养, 待充分缓苗

后, 进行盐胁迫处理。

2.2  材料的处理

对唐古特白刺进行NaCl胁迫处理, 设100、
200、300和400 mmol·L-1

四个梯度, CaCl2分别设0、
5、10、15和20 mmol·L-1

五个浓度, 采用完全随机

试验设计, 共设20个处理, 每盆为一个处理, 每个处

理3个重复共60盆。将NaCl和CaCl2按设计浓度加

入到Hoagland营养液中, 浇灌处理。为防止盐激效

应, 各处理都以1/2Hoagland+50 mmol·L-1 NaCl作起

始浓度, 每天递增50 mmol·L-1 (弋良朋和王祖伟

2011), 达到预设浓度后, 按各处理NaCl及CaCl2浓度

连续处理7 d, 每天浇灌一次, 浇灌量为细沙持水量

的2倍(每盆约200 mL), 约2/3的溶液流出, 从而将以

前累积于细沙中的盐冲洗掉, 以保持盐浓度的恒

定。在处理结束后的第2天取样测定相关指标。

2.3  相关指标的测定

参照高俊凤(2006)的方法, 烘干称重法测定叶

片相对含水量, 阿贝折射仪(WAY-2WAJ型, 上海)测
定叶片水势; TTC还原法测定根系活力; 电解质外

渗率的测定采用相对电导率法, 用DDS-11A型电导

率仪(雷磁仪器, 上海)测定; 硫代巴比脱酸法测定

MDA含量; 磺基水杨酸法测定脯氨酸含量(李合生

2003); NBT法测定SOD活性(陈建勋和王晓峰2002), 
愈创木酚法测定过氧化物酶(POD)活性(陈建勋和

王晓峰2002)。每个指标重复测定3次, 取平均值。

2.4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处理和绘图, SPSS 
17.0进行显著性分析。

实验结果

1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相对含水

量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 随着外源Ca2+
浓度升高, 叶片

图1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相对含水量的 

影响

Fig.1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the lea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图例中的100、200、300和400分别表示NaCl 100、200、300
和400 mmol·L-1

四个处理。下图同。同一NaCl浓度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P<0.05)。



植物生理学报90

相对含水量逐渐增加, 这种变化随着NaCl浓度的

增加而逐渐减弱, NaCl浓度达400 mmol·L-1
时, 随

外源Ca2+
浓度的增加, 叶片相对含水量逐渐降低, 

在Ca2+
浓度为15 mmol·L-1

时, 降到最低为60.42%, 
后又略有增加。NaCl浓度为100 mmol·L-1

时, 外源

Ca2+
对唐古特白刺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影响差异显

著(P<0.05), 200、300 mmol·L-1 NaCl处理下, 差异

不显著, 说明外源Ca2+
能显著提高低盐(NaCl<200 

mmol·L-1)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相对含水量。

2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水势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 随着Ca2+
浓度的增加, 不同盐

处理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的水势均有不同程度的升

高, 这种趋势在盐浓度为300 mmol·L-1
时最为明显, 

以15 mmol·L-1
浓度达到最高, 比不添加Ca2+

时增加

193.75%, 而在Ca2+
浓度达到20 mmol·L-1

时, 不同浓

度盐处理下叶片水势较15 mmol·L-1
时均下降, 但仍

高于不外施Ca2+
时的水势, 说明一定浓度的外源

Ca2+
能提高叶片水势, 减轻盐胁迫带来的水分亏

缺, 提高植物抗性。

4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细胞膜透性的

影响

由图4可以看出, 随着Ca2+
浓度的增加, 电解质

外渗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100、200、300 
mmol·L-1 NaCl处理下均在Ca2+

浓度20 mmol·L-1
时

分别比不添加Ca2+
时显著降低57.31%、72.62%和

48.72%, 400 mmol·L-1 NaCl处理后, 电解质外渗率

则在Ca2+
浓度为15 mmol·L-1

时降低至70.30%, 说明

外源Ca2+
能缓解盐胁迫对细胞膜的伤害, 降低电解

质外渗率。

3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根系活力的

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 低盐(100 mmol·L-1 NaCl)胁
迫下唐古特白刺根系活力随Ca2+

浓度升高而升

高。随盐浓度升高, 根系活力均在Ca2+
浓度为15 

mmol·L-1
时最大, 随后降低。说明盐胁迫下添加外

源Ca2+
能有效提高唐古特白刺根系活力, 提高植物

对不良环境的抗性。

图2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水势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water potential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图3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根系活力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root activity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5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丙二醛含

量的影响

由图5可以看出, 外源Ca2+
明显降低了盐胁迫

图4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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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MDA的含量, 与不添加Ca2+
相比, 100、200、

300 mmol·L-1 NaCl胁迫下MDA含量在Ca2+
浓度为

15 mmol·L-1
时降至最低, 随后升高, 400 mmol·L-1 

NaCl下MDA含量则在Ca2+
为10 mmol·L-1

时比不添

加Ca2+
显著降低了44.59%, 随后逐渐上升。由此说

明一定浓度的外源Ca2+
能降低盐胁迫下膜脂受伤

害的程度, 增强植物对盐环境的抗性。而Ca2+
浓度

过高时, 也对植物造成一种胁迫, 即离子毒害, 膜
脂过氧化程度增加, MDA含量增加。

6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脯氨酸含

量的影响

由图6可以看出, 随着盐浓度的升高, 脯氨酸

含量显著增加, 保证了唐古特白刺较强的耐盐性。

随Ca2+
浓度的升高, 不同盐处理下的脯氨酸含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100、200 mmol·L-1
盐处理下脯

氨酸含量的积累速率大于300、400 mmol·L-1
盐处

理。由此说明, 外源Ca2+
能有效促进渗透调节物质

脯氨酸的合成与积累, 降低盐胁迫对植物的伤害。

7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SOD活性

的影响

由图7可以看出, 外源Ca2+
浓度不高于15 mmol·L-1

时, 随着Ca2+
浓度的升高, SOD活性均呈现不同程

度的升高, 且随盐浓度升高, SOD活性增加的幅度

逐渐增大。100 mmol·L-1 NaCl处理下, SOD活性则

随着Ca2+
浓度的升高持续增加, 其他盐处理下SOD

活性则在Ca2+
浓度为20 mmol·L-1

时降低。由此说

明, 一定浓度的外源Ca2+
能有效提高盐胁迫下植物

体内SOD活性, 有效清除植物体内的氧自由基, 提
高植物的抗盐性, 以15 mmol·L-1 Ca2+

效果为佳。

8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POD活性

的影响

由图8可以看出, 随着Ca2+
浓度增加, 不同盐处

理下唐古特白刺叶片的POD活性呈现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100、200 mmol·L-1 NaCl处理下, POD
活性在Ca 2+

浓度为15 mmol·L -1
时达到最大值 , 

300、400 mmol·L-1 NaCl处理下则在Ca2+
浓度为10 

mmol·L-1
时均达到最大值, 后又略有下降。由此说

图5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MDA含量的 

影响

Fig.5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MDA content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图6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脯氨酸含量的 

影响

Fig.6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proline content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图7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SOD活性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SOD activity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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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定浓度的Ca2+
能有效提高植物体内POD活

性, 以抑制膜内不饱和脂肪酸的过氧化作用, 维持

细胞质膜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以Ca2+
浓度为10、15 

mmol·L-1
效果为佳。

9  生理指标与NaCl浓度和Ca2+
浓度间的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表1), 不同NaCl浓度和Ca2+
浓

度以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对唐古特白刺根系活

力、细胞膜的电解质外渗率、MDA含量的影响均

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对叶片相对含水量无显

著影响; 不同盐浓度和Ca2+
浓度对叶片水势、脯氨

酸含量及S O D活性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 交互作用则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盐浓度

对POD活性有显著影响, Ca2+
浓度及交互作用对

POD活性无显著影响。

讨　　论

Epstein和Rains (1987)指出, 在非盐胁迫条件

下植物体正常生长所需的钙, 在盐胁迫条件下变

得不足, 这可能与盐离子抑制植物对Ca2+
的吸收和

利用有关。盐胁迫对植物的伤害, 很大程度上是

通过破坏质膜的完整性和钙信号系统正常发生和

传递(Cramer等1985; Lynch等1989)。因而施加一

定浓度的外源钙, 可以缓解因钙不足造成的矿质

营养胁迫, 增加质膜的稳定性和钙信号系统的正

常发生和传递, 从而维持细胞内离子平衡。

本研究结果表明, 盐浓度不高于300 mmol·L-1

时, 施加一定浓度Ca2+ (≤15 mmol·L-1)可增加叶片

相对含水量, 提高叶片水势, 且随着Ca2+
浓度的增

加均呈上升趋势, 减轻盐分胁迫导致的水分亏缺

和由此带来的次生伤害。叶片水势是土壤-植物-
大气之间水分平衡状态的综合反映, 受叶片-大气

水汽压差、叶面截获辐射、土壤可利用水分、水

分在植物体内的传导和气孔调节的综合影响(赵
昌杰等2011)。在相同的天气条件下, Ca2+

提高盐

胁迫下叶片水势可能是因为Ca2+
促进了根系的吸

水强度, 根系吸水与蒸腾失水维持平衡, 叶片水势

较高。

盐浓度达400 mmol·L-1
时, 随Ca2+

浓度升高, 叶
片相对含水量呈先升高后波动性变化的趋势, 叶
片水势则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 这可能是因为

过高的Ca2+
增加了从基质到根系的水流阻力, 影响

了根系吸水, 且基质中过高的Na+
含量也可能降低

基质水势, 降低叶片水势。

表1  生理指标与NaCl浓度和Ca2+
浓度间的方差分析

Table 1  Effect of NaCl content, Ca2+ content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n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N. tangutorum

      
 测定指标

                   NaCl浓度                                                   Ca2+
浓度                                      NaCl浓度×Ca2+

浓度 

                                                            F      P      F      P     F     P

叶片相对含水量 2.891 0.047NS 1.354 0.267NS 1.277 0.270NS

叶片水势 21.709 0.000** 51.172 0.000** 1.033 0.458NS

根系活力 147.872 0.000** 14.747 0.000** 3.551 0.001**

电解质外渗率 22.085 0.000** 6.345 0.006** 5.173 0.000**

MDA含量 33.692 0.000** 55.200 0.000** 7.506 0.000**

脯氨酸含量 417.648 0.000** 20.488 0.000** 1.350 0.230NS

SOD活性 6.127 0.002** 9.933 0.000** 0.808 0.641NS

POD活性 14.409 0.000** 1.199 0.326NS 0.592 0.835NS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NS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图8  外源Ca2+
对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叶片POD活性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leaf POD activity of  
N. tangutorum under sal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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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醛(MDA)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主要产物

之一, 其含量是判断膜脂过氧化程度的一个重要

指标(Giannopolitis和Ries 1977)。本研究表明, 盐
浓度不高于300 mmol·L-1

时, 外施15 mmol·L-1 Ca2+

可以有效提高根系活力, 降低电解质外渗率, 抑制

丙二醛的积累, 即抑制膜脂过氧化作用, 从而减轻

膜脂过氧化对细胞的伤害 ,  促进脯氨酸的合成 , 
减缓盐胁迫造成的渗透胁迫伤害, 此结果与在非

盐生植物番茄(杨风军等2010)、荞麦(陈晓云等

2012)、水稻(晏斌等1995)、小麦(赵翔等2009)上
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Ca2+

对盐生、非盐生植

物具有相同的调控作用, 在一定浓度的范围内均

能明显缓解盐胁迫对植物的伤害 ,  提高植物的

抗性。

有机溶质和无机离子在渗透胁迫下均是有效

的渗透调节剂, 且植物利用无机离子作为渗透调

节剂的耗能远低于有机溶质。一定浓度的外源

Ca2+
能促进植物对离子的选择性吸收(吕芝香和王

正刚1993), 增加的无机离子如K+
可部分代替脯氨

酸等有机溶质参与渗透调节(许祥明等2000)。所

以Ca2+
对脯氨酸积累的调节可能与离子吸收有关

(王志强等2009), 从而引起Ca2+
信号系统反应, 进一

步调控脯氨酸的合成与降解过程。

盐浓度达400 mmol·L-1
时, 随着Ca2+

浓度升高, 
脯氨酸合成整体呈增加趋势, 但差异不显著, 说明

外施Ca2+
不能有效缓解高盐浓度引起的渗透胁迫, 

过高的Ca2+ (≥15 mmol·L-1)形成离子毒害, 反而促

进了丙二醛的积累, 这可能是Ca2+
浓度过高时, 会

同磷酸反应形成沉淀而扰乱以磷酸为基础的能量

代谢, 膜脂过氧化引起的。

盐胁迫下唐古特白刺的保护酶SOD和POD活

性随着Ca2+
浓度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保护酶活性的增加, 可有效清除生物体内的氧自

由基, 降低膜脂过氧化, 减少MDA的积累, 维持植

物体内的代谢平衡, 减轻膜结构的损伤程度。随

着Ca2+
浓度的增加, SOD活性除100 mmol·L-1 NaCl

处理下呈持续增加趋势, 其余处理均在Ca2+
浓度

≥15 mmol·L-1
时降低, 且Ca2+

浓度对SOD活性有显

著影响, POD活性则在Ca2+
浓度≥10 mmol·L-1

时呈

不同趋势的降低, 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这与

Ca2+
对水稻抗氧化保护酶活性的影响有所差异(朱

晓军等2005), 可能是唐古特白刺作为典型的盐生

植物, 盐胁迫下启动体内抗氧化保护酶系统, Ca2+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酶反应, 提高了酶活性, 但其

对酶活性的影响幅度则小于对非盐生植物酶活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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