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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白杨派无性系对盐渍环境的适应能力, 筛选速生耐盐碱优良无性系, 本文采用盆栽试验方法, 对 8个白杨派无

性系在不同浓度(0、30、60、90 mmol·L-1) NaHCO3胁迫下的生长及生理代谢指标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8个无性

系的地上部分和根系生长均受到明显抑制, 无性系26和89表现出较强的速生性; 叶绿素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下降最小

的为无性系26和89;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8个无性系叶片脯氨酸含量持续增加, 其中无性系26和89显著高于相同

胁迫条件下其他无性系; NaHCO3胁迫导致叶片细胞膜相对透性以及丙二醛(MDA)含量提高, 但相同胁迫条件下无性系

26、LM50、89细胞膜相对透性以及MDA含量均显著低于其他无性系。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活性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

化趋势, 其中无性系89和26的酶活性始终高于其他无性系; 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苗高增长量、地径增长量与各生

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均达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表明利用生长指标和生理指标对无性系耐盐性进行综合评价, 更能反映NaH-
CO3胁迫后的响应。利用主成分分析对8个无性系生长及生理代谢等参数进行综合评价, 各无性系耐盐碱性由强到弱依次

为26、89、LM50、150、Z3、27、1316、Y3。因此, 初步认为无性系26和89具有显著耐盐碱性和速生性, 可作为盐渍立

地造林或抗逆育种的重要试验材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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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盐碱地面积达3.6×107 hm2, 从沿海到内

陆均有分布, 盐碱土和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已经

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因素(杨
劲松2008)。人们在对盐碱地的改良利用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以生物改良为主, 水利工程、化学、物

理、农业工程兼而用之的综合治理措施, 产生了

明显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前人通过对玉米等农作

物开展盐碱胁迫适应性的基础研究(Ren等2005), 
选育和培育出了许多耐盐碱性强的新品种, 大大

提高了作物在盐碱地上的产量, 使通过选育和培

育耐盐碱性强的植物品种直接种植在盐碱地成为

生物改良的主要手段。目前关于植物盐碱胁迫的

研究常见于草本植物和农作物, 而对于木本植物

的研究主要是以NaCl等中性盐胁迫为主, 碱胁迫

研究鲜有报道。相关研究表明, 植物耐盐性主要

通过对离子的选择性吸收、运输和分配(杨敏生等

2003), 盐离子区隔化, 积累有机渗透调节物质, 增
加各种保护酶活性(朱会娟等2007)来降低离子毒

害、渗透胁迫和氧化损伤的危害, 与根系及茎、

叶的生长指标、形态指标、生理生化特性有关(杨
玲等2012; 孙海菁等2009)。不同植物对盐胁迫的

响应特点、适应能力与生理机制都有差别。因此, 
研究不同杨树无性系对盐胁迫响应特征与适应机

制, 利用与耐盐性有关的多项指标进行综合定量

评价,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白杨派(Leuce)树种是我国华北、西北等平原

地区常用的造林绿化树种, 也是重要的工业用材

树种, 在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目前关于杨树耐盐性的研究报道较多, 
包括盐胁迫下杨树生长指标及光合作用变化的研

究, 以及叶片盐离子含量、盐离子在苗木体内运

输和分配特点、渗透调节能力、抗氧化酶活性、

质膜透性、膜脂过氧化作用等生理方面的研究, 
而对杨树及其他植物盐碱胁迫的研究表明, 由于

碱胁迫存在高pH危害, 相同盐浓度下, 碱胁迫比盐

胁迫对植物的危害更为严重(Shi等2005)。
本试验以白杨派的6个优良新无性系和生产

中推广应用的2个无性系(窄冠白杨3号、鲁毛50)
为试材进行NaHCO3胁迫盆栽试验, 通过对比8个
无性系的生长以及生理生化等指标含量的变化,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无性系耐盐碱性进行综

合评价, 比较其耐盐碱能力, 为了解各个无性系在

盐碱胁迫下的抗逆机理和合理选用耐盐碱强的杂

交亲本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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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  试验材料

2015年2月上旬从山东省国有冠县苗圃采集白

杨派8个无性系的一年生苗木做接穗, 选取太青杨

做砧木然后进行嫁接, 试验材料见表1, 其中窄冠白

杨3号和鲁毛50为对照。嫁接后沙藏, 于2015年3月
下旬扦插至30 cm×24 cm塑料盆中, 每个无性系栽

40盆, 每盆1株。盆栽土壤由基质和大田土壤按体

积比1:1混匀而成, 土壤有机质含量7.21 g·kg-1, 每盆

装土11 kg。盆栽试验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山

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饮马泉苗圃遮雨棚下进行。

表1  试验材料

Table 1  Experimental materials

               无性系                                      学名 简称

毛白杨150号 Populus tomentosa 150 150
毛白杨1316号 P. tomentosa 1316 1316
银腺杨1号×新疆杨26号 (P. alba×P. glandulosa 1)×P. bolleana 26 26
银腺杨2号×新疆杨89号 (P. alba×P. glandulosa 2)×P. bolleana 89 89
毅杨3号 (P. tomentosa×P. bolleana)×(P. tomentosa LM50) Y3
银腺杨1号×新疆杨27号 (P. alba×P. glandulosa 1)×P. bolleana 27 27
窄冠白杨3号 P. leucopyramidalis-3 Z3
毛白杨鲁毛50 P. tomentosa LM50 LM50

2  研究方法

对苗木进行正常管理, 每个无性系各选取24
株生长势较为一致的苗木参加试验, 每个处理重

复6株。对选取的苗木进行充分灌溉后, 于2015年
7月13日分别用0、30、60和90 mmol·L-1 NaHCO3

灌溉土壤进行胁迫处理, 各处理溶液对应的pH值

分别为7.12、8.25、8.38和8.44。试验开始后每隔

4 d处理苗木, 每次每盆浇500 mL。盆底部垫有10 
cm高的塑料盆。整个试验处理过程为33 d, 并在

最后一天上午8:00采样进行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每个无性系采样时每棵植株均剪取从顶端数第

6、7和8这3个功能叶片, 将不同处理的植株样品

分别放入密封袋, 置于冰壶中带回实验室, 立即将

每个处理的叶片剪碎混合均匀后随机取样进行生

理生化指标测定。试验设3次重复。盆栽土壤电

导率是0.18 ms·cm-1, 采用残渣烘干法测得土壤全

盐量为0.098‰。一般认为, 土壤溶液含盐量与电

导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因此可以用溶液电导

率的大小来间接地测量土壤含盐量(韩跃等2014) 
(表2)。
3  试验方法

3.1  生长指标测定 
试验开始时, 对每个处理内的所有苗木测定

初始苗高H0和地径B0, 试验结束测苗高H1和地径

表2  土壤水溶液电导率和pH值

Table 2  Electric conductivity of soil solution and pH value

无性系
                        30 mmol·L-1 NaHCO3                                                    60 mmol·L-1 NaHCO3                                                             90 mmol·L-1 NaHCO3 

                               电导率/ms·cm-1                                 pH值                    电导率/ms·cm-1                               pH值                电导率/ms·cm-1                                pH值

150 1.82 7.94 3.48 8.36 4.76 8.93
1316 1.92 7.99 3.52 8.54 4.86 9.08
Z3 1.98 8.03 3.42 8.5 5.1 9.19
LM50 1.85 7.89 3.49 8.63 5.13 9.15
89 1.96 8.01 3.42 8.55 4.76 9.02
26 1.93 7.95 3.45 8.46 4.8 9.05
27 1.74 7.91 3.48 8.53 5.15 9.13
Y3 1.72 7.82 3.29 8.32 4.96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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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苗高增长量和地径增长量即为H1–H0和B1–B0。

苗高测量工具为钢卷尺, 地径用游标卡尺测量。

试验结束后, 测定每个无性系的试验株生物

量。将采集的根系及茎、叶表面用去离子水清洗

并用吸水纸迅速吸干后于105°C烘箱烘干至恒质

量, 称质量。根冠比为试验结束后的根生物量与

地上生物量的比值。

3.2  生理指标测定

叶绿素测定采用丙酮萃取法, 用美国2265FS
型电导率仪测定土壤水溶液电导率, DDS-12A型

电导仪测定细胞膜透性, 使用氮蓝四唑(NBT)染色

剂测定超氧化物岐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活性,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与丙二醛(malondialde-
hyde, MDA)反应法检测MDA含量, 用茚三酮反应

显色法检测出脯氨酸含量(李合生2012)。
3.3  数据处理

用Microsoft Excel进行试验数据处理, 用Sig-
maPlot 12.5软件进行柱状图的绘制, 用SPSS 17.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Duncan’s法)
及主成分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对8个无性系的耐

盐碱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实验结果

1  NaHCO3胁迫对杨树苗高增长量的影响

8个无性系的苗高增长量随着NaHCO3处理浓

度的增加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图1)。无性系89和26
在3种浓度处理下的株高增长量均是最大, 在高浓

度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其苗高增长量是无

性系Y3和27的1.8倍以上, 比已推广的无性系Z3高
52%以上, 差异达显著水平; 无性系的苗高增长量

较对照下降幅度最小的为无性系89 (28.1%)和26 
(29.6%); 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无性系27 (72.4%), 超
过70%。

2  NaHCO3胁迫对杨树地径增长量的影响

8个无性系的地径增长量随着NaHCO3处理浓

度的增加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图2)。无性系89和26
在3种浓度处理下的地径增长量均是最大, 在高浓

度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其地径增长量是无

性系Y3和1316的1.4倍以上, 也显著高于已推广的

无性系Z3。此浓度下, 地径增长量较对照下降幅

度最小的为无性系26 (29.2%), 最大的为无性系27 
(46.2%)。

图2  NaHCO3 胁迫对地径增长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basal diameter increment 

图1  NaHCO3胁迫对苗高增长量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height increment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不同无性系间差异显著(P<0.05), 

下图同此。

3  NaHCO3胁迫对杨树生物量的影响

8个无性系的生物量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

增加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图3)。在30 mmol·L-1 NaH-
CO3处理时, 生物量排在前两位的是无性系89和26, 
其生物量明显高于已推广的无性系LM50, 与对照

相比, 其下降幅度分别为7.4%和12.1%, 生长受抑制

程度较小。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

89和26的生物量依然是最大, 此时8个无性系的生

物量与对照相比下降幅度均超过了30.1%, 苗木生

长受到明显抑制。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8
个无性系的生物量与对照相比下降幅度均在37.2%
以上, 此时生物量最大的无性系是26, 其次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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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HCO3胁迫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各无性系的叶

绿素含量均呈下降趋势(图5)。与对照相比, 在3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无性系26叶绿素含量下

降幅度最小, 为3.4%, 无性系1316下降幅度最大, 
为16.2%,  叶绿素含量排在前三位的为无性系

26、LM50和89, 与推广无性系Z3差异显著。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无性系26、LM50和89的
叶绿素含量同样较多, 其下降幅度分别为22.8%、

29.2%和30.8%, 此时苗木的光合作用已经受到明

显抑制。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26、
LM50和89的叶绿素含量依然最大, 26的下降幅度

最小, 为42.7%, 其他无性系下降幅度均高于47.7%, 
NaHCO3胁迫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

图3  NaHCO3胁迫对生物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biomass

4  NaHCO3胁迫对杨树根冠比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8个无性系的

根冠比均呈减小的趋势(图4)。在3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根冠比较大的为无性系150、26
和89; 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根冠比较大

的为无性系26、150和89; 在90 mmol·L-1 NaHCO3

处理下, 根冠比较大的为无性系26、89和150, 这
三个无性系高于其他无性系。

图4  NaHCO3胁迫对根冠比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root shoot ratio

综合上述无性系生长指标分析可知, 在NaH-
CO3胁迫下, 无性系26、89苗高、地径的生长增

量、累积生物量和根冠比均较大, 具有较强的耐

盐碱性和速生性。

图5  NaHCO3胁迫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chlorophyll content

6  NaHCO3胁迫对MDA含量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各无性系的

MDA含量均呈上升趋势(图6)。与对照相比, 在3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除无性系26、LM50、
89外, 其余无性系增幅均在30.9%以上, MDA含量

较低的为无性系26、LM50和89, 与已推广的无性

系Z3和其他参试无性系差异显著。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8个无性系的MDA含量明显增大, 
与对照相比, 增幅均在100.5%以上, MDA含量较低

的同样是无性系26、LM50和89, 与其他无性系差

异显著。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

89、LM50和26的MDA含量最低, 并明显低于推广

无性系Z3及其他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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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1 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的膜透性与对照

相比明显增大 ,  增幅均在7 7 . 4 %以上。在6 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LM50、26和89
的膜透性较低, 与推广无性系Z3和其他无性系差

异显著。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各无性系

的细胞膜透性达到最大, 无性系Y3的膜透性最高, 
是最低无性系89的1.4倍, 膜透性较低的前三位为

无性系89、LM50和26, 与推广无性系Z3及其他无

性系差异显著。

9  NaHCO3胁迫对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各无性系的脯

氨酸含量均呈上升趋势(图9)。在30 mmol·L-1 

7  NaHCO3胁迫对SOD活性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各无性系的SOD
活性均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图7)。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8个无性系的SOD活性

达到最大值, 与对照相比, 增幅由大到小依次为26 
(82.8%)、89 (81.5%)、Z3 (56.5%)、LM50 (53.8%)、
27 (47.2%)、150 (45.7%)、1316 (45.3%)和Y3 
(37.2%)。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SOD活

性出现下降, 无性系89和26的SOD活性最大, 高于

推广无性系LM50、Z3及其他无性系。

8  NaHCO3胁迫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 各无性系的细

胞膜透性均表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图8)。在30 

图7  NaHCO3胁迫对SOD活性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SOD activity

图8  NaHCO3胁迫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membrane permeability 

图6  NaHCO3胁迫对MDA含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MDA content 

图9  NaHCO3胁迫对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Fig.9  Effect of NaHCO3 stress on prolin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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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26、LM50和89的脯氨酸

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无性系。在60和90 mmol·L-1 
NaHCO3处理时, 无性系26和89的脯氨酸含量始终

最大, 与推广品种LM50及其他无性系的差异达显

著水平。

10  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的8个无性系各

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3)表明, 除苗高

增长量与根冠比、生物量与细胞膜透性、根冠比

与叶绿素不显著相关外, 其余各项指标之间均呈

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MDA与细胞膜透性始终与其

他指标呈负相关。生长指标和生理指标之间存在

明显的相关性, 生长受抑制程度越大, 植物生理响

应就越激烈, 仅采用生长指标进行分析, 就会忽视

不同植物生理生化响应的差异, 因此, 必须将二者

联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

表3  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indicators

           指标             苗高增量(X1)   地径增量(X2)    生物量(X3)   根冠比(X4)     叶绿素(X5)    细胞膜透性(X6)     MDA (X7)     SOD (X8)    脯氨酸(X9)

苗高增量(X1)   1        
地径增量(X2)   0.935**   1       
生物量(X3)   0.720*   0.840**   1      
根冠比(X4)   0.702   0.774*   0.814*   1     
叶绿素(X5)   0.868**   0.957**   0.742*   0.690   1    
细胞膜透性(X6) –0.942** –0.915** –0.679 –0.786* –0.903**   1   
MDA (X7) –0.985** –0.958** –0.729* –0.723* –0.916**   0.957**   1  
SOD (X8)   0.935**   0.945**   0.727*   0.735*   0.882** –0.891** –0.970** 1 
脯氨酸(X9)   0.780*   0.925**   0.783*   0.864**   0.910** –0.846** –0.836** 0.867** 1

　　**表示P<0.01; *表示P<0.05。

11  主成分分析

用8个无性系的9个生长及生理生化指标进行

主成分分析, 对各个无性系的耐盐碱能力进行综

合评价。由表4可知, 在60和90 mmol·L-1 NaHCO3

处理时, 第1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85.08%和86.48%, 
均大于85%。根据各个性状对应的特征向量值大

小可知, 对第1主成分影响较大的有苗高增量、地

径增量、叶绿素、SOD、脯氨酸、根冠比和生物

量7个性状, 这7个性状的特征向量值均在0.2995~ 
0.3540之间, 差别不大, 且7个性状的特征向量值均

为正值, 说明第1主成分值越大, 无性系的这7个性

状值就越大, 该无性系耐盐碱性较强, 根据第1主

表4  无性系NaHCO3胁迫的主成分分析

Table 4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NaHCO3 stress of clones

       测定指标
                               60 mmol·L-1 NaHCO3                                                                                                         90 mmol·L-1 NaHCO3 

       第1主成分特征向量值          第2主成分特征向量值         第1主成分特征向量值              第2主成分特征向量值

特征根    7.658   0.601   7.783   0.585
累计贡献率/% 85.084   91.764 86.482 92.981
苗高增量    0.3240   0.0360   0.3384 –0.3182
地径增量    0.3473 –0.2556   0.3540 –0.0461
生物量    0.3309   0.4379   0.2995   0.5536
根冠比    0.3004   0.5545   0.3018   0.5871
叶绿素    0.3347 –0.2794   0.3381 –0.1527
细胞膜透性  –0.3352   0.3974 –0.3403   0.2132
MDA  –0.3448   0.3056 –0.3472   0.2975
SOD   0.3262   0.3236   0.3418 –0.2091
脯氨酸    0.3538 –0.0223   0.3344   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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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值的大小可以对8个无性系进行综合评价。

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根据第1主成分值

的大小得到各个无性系的耐盐碱能力由强到弱依

次为无性系26、89、LM50、150、Z3、27、
1316、Y3, 与在60 mmol·L-1 NaHCO3处理下的无

性系排序基本一致(表5)。

表5  8个无性系的主成分值

Table 5  Principal component value of eight clones

无性系 
                                  主成分值  

综合排序
                 60 mmol·L-1 NaHCO3   90 mmol·L-1 NaHCO3 

26 3.916 3.586 1
89 3.182 3.051 2
LM50 1.707 1.774 3
Z3 0.305 0.356 4
150 –0.761 0.358 5
27 –1.879 –2.253 6
1316 –3.020 –3.102 7
Y3 –3.451 –3.770 8

讨　　论

盐分胁迫对植物伤害的最直接表现是抑制组

织和器官的生长, 生长受到抑制, 生物量也会出现

明显变化, 因此, 生长量和生物量被认为是评价植

物耐盐碱能力应用最广泛最直接的鉴定指标(杨玲

等2012; 孙海菁等2009)。根系对盐碱胁迫的响应

较为敏感, 与树种的耐盐碱能力密切相关。研究

表明, 低浓度的NaCl等中性盐胁迫会促进根系的

生长, 使干物质分配到根系中的比例增大, 根冠比

增加(孙海菁等2009)。周建等(2008)对紫荆(Cercis 
chinensis)的研究结果表明, 幼苗根系的长度和侧

根数量随着Na2CO3处理浓度的升高而减小。在本

研究中, 根冠比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逐渐

减小, 这与杨玲等(2012)对新西伯利亚银白杨(Pop-
ulus bachofenii×P. pyramidalis ‘ROZ’)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 说明由于碱胁迫存在高pH危害, 碱胁迫对

根的伤害作用要大于盐胁迫, 这可能是碱害的主

要原因。在本研究中, 利用苗高增长量、地径增

长量、生物量和根冠比这4个性状对8个无性系进

行排序, 无性系26号和89号均排在前2位, 为耐盐

碱性较好的无性系, 因此, 这4个生长性状均可作

为评价白杨派无性系耐盐碱能力的重要指标。

SOD是植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首要物质, 在
植物抗氧化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盐碱胁迫下, 
植物为了增强适应能力诱导体内SOD活性增强, 
用以清除细胞内过量的活性氧, 抑制膜脂过氧化

作用(Yao等2010), 而在高浓度处理时, SOD合成受

抑制, 降解加快, 活性出现下降, 清除效率也随之

降低(Bandeoglu等2004; Abed等2001)。MDA是活

性氧自由基诱导细胞膜发生有害化学反应的氧化

产物, 能够破坏生物大分子结构, 降低细胞的功能

代谢(Upham等1986), 是逆境条件下反映植物细胞

膜受损程度的重要指标(王瑞刚等2005)。在本研究

中, 无性系89和26的SOD活性较高, 而相应的是其

MDA含量较低。8个无性系的SOD活性表现出先

增大后逐渐减小的趋势, MDA含量则表现出逐渐

增大的趋势, 这与王瑞刚等(2005)对‘I-214’杨(Popu-
lus×euramericana cv. ‘I-214’)和胡杨(P. euphratica)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SOD活性与MDA含量的变化

趋势表明, 无性系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受

到严重伤害, 耐盐碱能力明显下降, 但并未致死。

叶绿素是叶绿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 具有将光能转换为

化学能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植物净光合速

率的大小。盐碱胁迫下, 叶绿素发生降解, 导致叶

绿体功能失调, 光合作用降低, 植物生长发育受到

抑制, 其含量的多少对评价无性系耐盐碱性差异起

辅助作用。本试验中, 8个无性系的叶绿素含量均

随着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大而降低, 这与周建等

(2008)对紫荆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3种浓度NaH-
CO3处理下, 叶绿素含量排在前3位的始终为无性

系26、LM50和89, 表现出较好的耐盐碱性。

植物器官在遭受逆境伤害时, 体内会产生大

量的活性氧自由基, 使细胞膜中磷脂分子受到氧

化损伤, 引起膜选择透性的改变和丧失, 因此, 在
盐碱胁迫下, 细胞膜透性增加的越少, 说明植物对

盐碱胁迫的耐受力就越高。本研究中8个无性系

细胞膜透性持续增强, 这与孙海菁等(2009)的研究

结果一致。在90 mmol·L-1 NaHCO3处理下, 无性系

26、LM50和89的膜透性较低, 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为耐盐碱性较强的无性系。

渗透调节是植物在逆境胁迫下产生的一种适

应性反应, 与植物的抗逆性呈正相关。脯氨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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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细胞内重要的有机渗透调节物质, 对于维持细

胞渗透压平衡和保持膜结构完整具有重要作用

(Zhao等2003)。在本研究中, 随着NaHCO3处理浓

度的增大, 8个无性系脯氨酸含量均表现出增大的

趋势, 这与程淑娟等(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

当植物受到渗透胁迫时, 会及时启动脯氨酸以增

强渗透调节功能, 脯氨酸积累在植物抵抗盐碱胁

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NaHCO3胁迫除了对植物造成渗透胁迫和离

子毒害外, 还具有高pH危害。存在于植物根际的

高pH胁迫能够引起植物细胞膜透性的变化, 抑制

植物对K+、Ca2+和Mg2+等营养离子的吸收, 使植物

细胞内的离子平衡遭到极大破坏, 最终影响植物

的生长和发育。杨敏生等(2006)研究表明, 当NaCl
处理浓度增加到3.0 g·L-1时, 毛白杨的生长受到明

显抑制。本试验中, 各无性系的生长性状均随着

NaHCO3处理浓度的增加表现出减小的趋势, 当
NaHCO3处理浓度增加到60 mmol·L-1时, 无性系叶

色开始出现异常, 表现出轻微的盐害症状, 8个无性

系的苗木生长性状和叶绿素含量受到明显抑制。

此时土壤含盐量低于2‰, 对植物危害较小, 而土

壤pH值已经达到8.5左右, 属于高碱性环境, 由此

推测此浓度处理下NaHCO3胁迫对植物的危害主

要是由高pH引起的。当NaHCO3处理浓度增加到

90 mmol·L-1时, 无性系苗木生长受抑制程度达到

最大。8个无性系的根冠比明显下降, 说明无性系

根系生长受抑制程度远大于地上部分, 而在此浓

度下, NaHCO3胁迫对根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高pH。

本试验采用主成分分析, 对白杨派的8个无性

系进行多性状综合评价, 选出2个速生、耐盐碱性

强的无性系26号和89号。26号的母本是银腺杨1
号, 父本是新疆杨; 89号的母本是银腺杨2号, 父本

也是新疆杨, 而新疆杨是西北地区耐盐性较强的

树种; 因此, 以银腺杨作母本、新疆杨作父本时, 
其后代杂种抗性优势均得到体现。

本研究是利用上述涉及到的9个指标进行耐

盐碱性评价, 其结果只能说明8个无性系在这9个
指标上耐盐碱能力的大小, 要想得到较为全面的

评价结果, 还需要考虑植物内源激素含量、根系

活力、根尖阳盐离子流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同时, 

本文是以一年生盆栽苗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耐盐

碱性研究, 林木的生长发育受各种因子综合作用, 
其耐盐碱性在不同阶段对环境响应和适应性会发

生变化。因此, 苗期试验的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反映成年树木的耐盐碱能力, 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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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NaHCO3 stres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saline-alkaline tolerance in Leuce clones at seedling stage
YANG Chuan-Bao1, NI Hui-Jing2, LI Shan-Wen3,*, YAO Jun-Xiu3, ZHENG Zhan-Min4, TIAN Shu-Yong5, JIAO Xing-Ji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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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angdong, Taian 271018, China; 3Shandong Academy of Forestry, Key Laboratory for Genetic 
Improvement in Forest Trees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250014, China; 4Shenxian County State-owned Maxi Tree Farm of 
Shandong, Shangdong, Shenxian 252400, China; 5Guanxian County State-owned Nursery of Shandong, Shangdong, Guanxian 
252500, China; 6Shandong Muping Forestry Bureau, Shangdong, Muping 2641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ponses of white poplar clones to NaHCO3 stress and select superior clon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fast-growth and strong saline-alkaline resistance,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
istics of eight white poplar clones grown in pots under 0, 30, 60 and 90 mmol·L-1 NaHCO3 stresses were inves-
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of above-ground and root were inhibited apparently under NaHCO3 
stress. The two clones 26 and 89 showed the fast-growth.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decreased obviously in all 
clones, and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of clone 26 and 89 showed the smallest decline under NaHCO3 stress. The 
content of the proline in eight clones showed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NaHCO3 
concentration, and that of clone 26 and 8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clones. The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and MDA content had a stead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NaHCO3 concentration, and that of 
clone 26, LM50 and 89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s under the same stress. SOD activity first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at of clone 26 and 89 was always higher than the other clones. Under 90 mmol·L-1 
NaHCO3 stress, the height increment and the basal diameter increment had a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with all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It indicated that using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to evaluate the salt-resis-
tance of eight clones could therefore reflect the response of NaHCO3 stress.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
ysis, the sequence of salt resistance in eight clones was as follows: 26>89>LM50>150>Z3>27>1316>Y3. Therefore, 
it was preliminarily considered that clone 26 and 89 had significant saline-alkaline resistance and fast-growing, 
which could be used as the important testing materials for afforestation in saline area and breeding resource in 
resista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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