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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l对渗透胁迫下三角叶滨藜光合作用和水分状况的调节
柏新富, 卜庆梅, 谭永芹, 朱建军, 刘林德*
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烟台 264025

以溶液培养的三角叶滨藜(Atriplex triangularis)为材料, 测定分析了在PEG诱导的渗透胁迫条件下, 适量的NaCl对

摘要

其光合作用和水分吸收的影响, 以探讨环境溶液中NaCl对植物适应干旱的影响。结果表明, PEG诱导的渗透胁迫导致三角
叶滨藜植株吸水困难、叶绿素含量降低、光合系统受损、生长受抑制、生物量减少; 而在PEG渗透胁迫的处理液中添加10–40
–1
mmol·L NaCl可以明显降低植株水势和叶片渗透势, 维持较高的细胞膨压, 减缓PEG渗透胁迫对光合系统的破坏作用, 保

证相对较高的光合速率和生长速度, 从而有效增强了三角叶滨藜对渗透胁迫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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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质酶类对Na+都非常敏感。 高等植物一
+

论依据。

+

般利用质膜H -ATP酶(质子泵)消耗ATP将H 泵到膜
外, 产生H+电化学势梯度, 进一步驱动Na+/H+反向转

1

材料与方法

运蛋白把Na+排到细胞外(Quintero et al., 2000; 马清
等, 2011); 或利用液泡膜H+-ATP酶和液泡膜H+-PP

1.1

酶产生的H+ 电化学势梯度驱动液泡膜Na+/H+ 反向转

三角叶滨藜(Atriplex triangularis Willd)取自室内人工

+

材料

运蛋白将Na 区隔化入液泡以降低植物细胞的水势,

光照下的水培苗。首先将三角叶滨藜种子播种到以蛭

增强植物的吸水动力(李平华等, 2003)。已有实验证

石为基质的塑料泡沫箱中育苗, 待小苗长出4片真叶

+

明, 在干旱和盐导致的渗透胁迫下, 植物积累Na 等

时取出幼苗, 并小心冲洗根系吸附的蛭石, 然后移栽

无机离子进行渗透调节比在细胞质中积累有机渗透

至含Hoaglands营养液的培养槽内进行溶液培养。培

调节物质更为经济有效(吕慧颖等, 2003; 郁万文等,

养 条 件 为 温 度 23–27°C,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46%–50%,

+

2007; 陈成升等, 2009)。虽然高浓度Na 会对植物造

光照强度500–550 μmol·m–2·s–1, 每天光照13小时。

成渗透胁迫、离子毒害及由此引发的其它伤害(罗庆

整个培养过程中用充气泵向溶液连续充气, 以保证根

云等, 2003; Parida and Das, 2005), 但也有一些研

系的供氧。培养2周后, 取大小且长势一致的三角叶

+

究证明低浓度Na 可以促进多种植物的生长(邹邦基,

滨藜植株作为实验材料。

1980; 王艳华等, 2005)。Slama等(2007)研究显示,
Na+可以提高渗透胁迫下盐生植物的光合能力。但有
+

1.2

处理方法

关Na 对渗透胁迫下光合性能和水分吸收的调节研究

将材料分成6组(每组12株), 分别转移至下列处理液

报道甚少。本实验以溶液培养的三角叶滨藜(Atriplex

中 : 处理 A为Hoaglands营养液(CK1); 处理 B为

triangularis)为材料, 探讨NaCl对PEG诱导的渗透胁

Hoaglands营养液+10%PEG6000; 处理C为Hoag-

迫下耐盐植物三角叶滨藜光合作用和水分吸收调节

lands营养液+10%PEG6000+10 mmol·L–1NaCl; 处理

+

的影响, 以期阐明Na 改善植物对渗透胁迫的适应机

D为Hoaglands营养液+10%PEG6000+20 mmol·L–1

制, 为指导干旱及半干旱地区耐盐植物的种植提供理

NaCl; 处 理 E为 Hoaglands营 养 液 +10%PEG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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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mol·L–1NaCl; 处 理 F 为 Hoaglands 营 养 液 +20
–1

mmol·L NaCl (CK2)。在相同环境条件下进行胁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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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中冷冻10小时以上, 然后在室温下解冻并挤
压出组织液进行测定。

理。同时向溶液内通气以保证根系的氧气供应, 并及

叶片Na+、K+含量的测定

时向处理液补充因植株蒸腾失去的水分以保持渗透

1.7

势的稳定。分别于处理后0、2、4、6、8、10天测定

取70°C下烘干的叶片, 参照王宝山和赵可夫(1995)

各项生理指标。

的方法提取Na+、K+。溶液中Na+、K+含量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GBC-932B型, 澳大利亚)测定。

1.3

生长速率和生物量测定

每组处理选择7个植株, 在处理前测定整株鲜重和第

1.8

1片真叶至顶端的高度, 实验结束时(处理后第10天)

测定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用Origin7.0软件作

再次测定各植株的整株鲜重和第1片真叶至顶端的高

图 。 用 SPSS13.0 软 件 的 General Linear Model—

度, 以2次测定的差值作为生物量(鲜重)增加值和株

Univariate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Correlate进行

高增加值。然后将材料在70°C下烘干称重, 根据含水

相关分析。

数据分析

量将鲜重生物量增加值换算为干重生物量增加值。生
长速率以每天株高增加值计。

2

1.4

2.1

光合参数测定

结果与讨论
不同处理植株生长状况与生物量的比较

利用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TPS-1型, PP Sys-

通过测定各处理的植株平均生长速率和生物量, 发现

tem, 英国)对不同处理下的三角叶滨藜光合参数进行

在营养液中添加20 mmol·L–1NaCl(CK2)可以使植株

测定(测定光强为780–800 μmol·m–2·s–1, 开路测定)。

平均生长速率和生物量略高于CK1, 但两者之间并无

该系统能同步获得活体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空气

显著差异(P>0.05); 而PEG及PEG与不同浓度NaCl

CO2 浓度(Ca)、细胞间隙CO2 浓度(Ci)等生理生态参

组合处理均不同程度地抑制植株生长, 降低生物量的

数。气孔限制值(Ls)用Berry和Downtow (1982)所述方

积累(图1), 其中以处理B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方差

法计算, 即Ls=1–Ci/Ca。每处理均取上数第1个完全展

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植株生长速率在处理D与

开叶片为测定对象。各处理均重复测定7株植物的7

CK1(处理A)和CK2(处理F)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个叶片。

而处理B与CK1、CK2及处理C、D、E间都有显著差

1.5

异(P<0.05); 各处理之间生物量的差异情况与此类

叶绿素含量及荧光参数测定

似。说明在营养液中单加20 mmol·L–1NaCl对植株生

叶绿素含量用丙酮、乙醇混合液浸提法测定(李得孝

长 无 显 著 影 响 , 而 在 PEG 渗 透 胁 迫 处 理 液 中 添 加

等, 2005)。重复测定5次。叶绿素荧光参数用便携式

10–40 mmol·L–1NaCl则可明显缓解PEG渗透胁迫对

植物效率分析仪(Handy-PEA, Hansatech, 英国)测

植株生长的抑制作用, 其中以20 mmol·L–1NaCl效果

–2

–1

定, 激发光强为3 000 μmol·m ·s , 暗适应时间为

最好。

15分钟, 记录时间1秒。荧光参数由Handy PEA软件
直接从测定结果中导出。每种处理均取上数第2对完

2.2

全展开叶片为测定对象, 共测定10个叶片。

对不同处理叶片光合速率的测定结果(图2)表明,

1.6

水势和渗透势的测定

NaCl对渗透胁迫下三角叶滨藜光合作用的影响

CK1(处理A)和CK2(处理F)在处理期间变化相对较为
平稳, 差异也不大。PEG渗透胁迫则能够显著降低三

植株水势在处理后第10天用压力室法测定, 重复7

角叶滨藜叶片的光合速率, 其中处理B在处理后第4

次。溶液渗透势(水势)和叶片渗透势用露点微伏压计

天光合速率开始大幅下降, 至处理后第10天降至近0;

(HR-33T, 美国)测定, 重复5次。叶片渗透势测定以上

而处理C、D、E的光合速率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处理B。

数第2对完全展开叶片为测定对象, 先将叶片在冰箱

进一步分析各处理的细胞间隙CO 2 浓度和气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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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角叶滨藜叶片净光合速率(Pn)随处理时间的变化
A–F同图1。
Figure 2 Variations in net photosynthesis (Pn) in arrowleaf
saltbush upon treatment time
A–F see Figure 1.

值的变化, 表明处理B在处理后4天内细胞间隙CO2
浓度下降、气孔限制值升高, 之后细胞间隙CO2浓度
逐渐升高、气孔限制值则逐渐下降; 而处理C、D、E
的细胞间隙CO2 浓度和气孔限制值仅有小幅下降和
升高(图3)。依据高辉远等(1993)和许大全(1997)的观
点, 可以认为处理B处理后4天内光合速率下降的原
图1

三角叶滨藜各处理植株处理后10天平均生长速率(A)和生

物量增加值(B)
A: Hoaglands营养液(CK1); B: Hoaglands营养液+10%PEG-

因是气孔因素, 即气孔关闭或部分关闭导致的CO2供
应不足; 4天后光合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非气孔
因素, 即光合机构受损导致的叶肉细胞光合活性降

–1

低; 而处理C、D、E在测定期限内, 光合速率下降的

–1

原因主要是气孔因素, 并没有引起光合机构的明显受

6000; C: Hoaglands 营 养 液 +10%PEG6000+10 mmol·L
NaCl; D: Hoaglands 营 养 液 +10%PEG6000+20 mmol·L

NaCl; E: Hoaglands营养液+10%PEG6000+40 mmol·L–1NaCl;
F: Hoaglands营养液+20 mmol·L–1NaCl(CK2)。数据柱上方标
记的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损。 实验表明, 在PEG渗透胁迫处理液中添加10–40
mmol·L–1NaCl可明显缓解PEG渗透胁迫对三角叶滨
藜光合作用的影响。

Figure 1 Growth rate (A) and biomass increment (B) of
saltbush plantlet in 10 days after treatment
A: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 (CK1); B: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10%PEG6000; C: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10%
PEG6000+10 mmol·L–1NaCl; D: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
10%PEG6000+20 mmol·L–1NaCl; E: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10%PEG6000+40 mmol·L–1NaCl; F: Hoaglands nutrient solution+20 mmol·L–1NaCl (CK2).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were denote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2.3

NaCl对渗透胁迫下三角叶滨藜叶片光合系统

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明NaCl对渗透胁迫下三角叶滨藜光合
作用的调节作用, 分别测定了各处理的叶绿素荧光参
数和叶绿素含量的变化。结果显示: 处理B导致初始
荧光(F o )的明显升高和光系统II最大光化学效率(F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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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角叶滨藜叶片细胞间隙CO2 浓度(A)和气孔限制值(B)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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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叶滨藜叶绿素荧光参数Fo(A)和Fv/Fm(B)随处理时间

随处理时间的变化

的变化

A–F同图1。

A–F同图1。

Figure 3 Variations in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
and stomata limitations (B) in arrowleaf saltbush upon treatment time

Figure 4 Variations in chlorophyll fluorescent parameters Fo
(A) and Fv/Fm (B) in arrowleaf saltbush upon treatment time
A–F see Figure 1.

A–F see Figure 1.

系统的伤害。各处理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则显示, 处理
Fm)的显著降低; 而处理C和E只是在后期出现Fo的小

C、D、E和处理B在处理后4天内叶绿素含量高于CK1、

幅上升和Fv/Fm 的小幅下降; 处理D和CK1(处理A)、

CK2(可能与渗透胁迫导致的叶片含水量降低有关),

CK2(处理F)的Fo和Fv/Fm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图4)。Fo

但处理B在4天后叶绿素含量出现快速降低, 而处理

升高和Fv/Fm降低表示光合机构受损伤、光能转化效

C、D、E没有出现叶绿素含量降低的现象(图5)。因

率下降(张守仁, 1999)。实验结果说明, PEG渗透胁迫

此, 可以认为在PEG渗透胁迫处理液中添加10–40

下三角叶滨藜叶片的光合机构受到了明显的破坏, 而

mmol·L–1NaCl 能 够 缓 解 渗 透 胁 迫 对 叶 绿 素 的 破 坏

添加10–40 mmol·L–1NaCl则能缓解渗透胁迫对光合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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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NaCl对三角叶滨藜水分状况的调节
Table 1 The regulation of NaCl on the water status in arrowleaf saltbush
Treatment
Water potential of root Water potential of
Osmotic potential of
bathing solution (MPa)
leaves (MPa)
leaves (MPa)
A
–0.05
–0.63±0.05 a
–1.05±0.04 a
B
–0.19
–0.93±0.04 b
–1.15±0.03 b
C
–0.24
–1.07±0.02 bc
–1.41±0.06 c
D
–0.28
–1.13±0.05 c
–1.52±0.03 c
E
–0.35
–1.26±0.03 d
–1.62±0.04 d
F
–0.14
–0.70±0.04 a
–1.16±0.03 ab

Cell turgor
(MPa)
0.42±0.04 ab
0.22±0.02 e
0.34±0.05 d
0.39±0.03 bc
0.36±0.02 cd
0.46±0.03 a

Relative water content in leaves (%)
91.17±1.50 a
68.93±4.45 d
76.53±3.39 c
83.40±4.27 b
80.43±2.65 bc
90.56±2.33 a

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A–F同图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were denote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F see Figure 1.

为了明确叶片渗透势降低是否与Na+ 的吸收有
关, 实验测定了叶片Na+、K+含量并分析了它们与叶
片渗透势的关系(图6)。如图6所示, 各处理K+含量无
明显差异, Na+含量却由于溶液中NaCl的添加而显著
增加, 叶片Na+含量随根际环境溶液NaCl浓度的增加
呈升高的趋势; 只是CK2(处理F)与处理D具有相同的
根际NaCl浓度, 但其叶片Na+含量却显著低于处理D,
这可能与CK2(处理F)没有受到渗透胁迫有关。通过进
一步分析叶片Na+、K+含量与叶片组织渗透势的关系,
发现叶片渗透势的降低与Na+ 含量呈显著相关(相关
系数r>r0.05), 而与K+含量无相关性。这说明环境中有
NaCl存在时, 三角叶滨藜能够通过吸收Na+等无机离
子并将其积累在体内(可能是区域化在液泡内)以降低
图5

三角叶滨藜叶绿素含量随处理时间的变化

渗透势, 从而增强了渗透调节能力和吸水、保水能力,

A–F同图1。

使组织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含水量和细胞膨压。

Figure 5 Variations i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arrowleaf
saltbush upon treatment time

2.5

A–F see Figure 1.

在渗透胁迫条件下, 植物吸水困难、细胞供水不足,

讨论

进而影响植物代谢和生长发育的各个方面。植物适应

2.4

NaCl对渗透胁迫下三角叶滨藜水分状况的影响

渗透胁迫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渗透调节, 即在渗透胁迫
条件下通过代谢活动增加细胞内溶质浓度, 降低其渗

对本实验各处理植株与环境溶液水分关系的测定结

透势和水势, 保持从外界介质中继续吸水, 维持细胞

果显示(表1), CK1(处理A)和CK2(处理F)均能维持较

膨压(Turner, 1975; Chen and Jiang, 2010)。细胞膨

高的叶片相对含水量、叶片水势和细胞膨压; 处理B

压的维持能够减少叶片叶绿素的破坏、保持细胞生

则表现叶片水势和渗透势的明显降低, 叶片相对含水

长 、 气孔 开放 和 光合 作用 等 代谢 活动 的 正常 进行

量和细胞膨压也随之降低; 而处理C、D、E的叶片水

(Morgan, 1984; 李岩等, 1998)。研究显示, Na+可以

势虽然明显低于处理B, 但由于其具有更低的渗透势,

改善渗透胁迫下盐生植物的渗透势, 增加组织的含水

从而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细胞膨压和叶片相对含水量,

量(Slama et al., 2007); 且植物积累Na+等无机离子

其中又以处理D(添加20 mmol·L–1NaCl)效果最优, 最

进行渗透调节比在细胞质中积累有机渗透调节物质

有利于维持细胞水分状态和正常的生理活动。

更为经济有效(郁万文等, 2007; 陈成升等, 200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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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叶片Na+含量仅为9.25 mg·g–1DW, 远低于具有
相同根际NaCl浓度的处理D(其叶片Na+含量为16.87
mg·g–1DW)。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处理D
的植株遭受了渗透胁迫, 植株为了抵抗胁迫而大量吸
收积累Na+, 以增强其渗透调节能力; 而CK2的植株
由于没有受渗透胁迫, 所以对Na+的吸收只是正常的
积累。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 在存在NaCl的环境条件
下, 盐生植物可以通过积累Na+ 来抵抗渗透(干旱)胁
迫。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最基本的生理过程, 且对环
境变化极为敏感。干旱是限制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
产力的最重要因子之一(Tezara et al., 1999; 朱成刚
等, 2011)。叶绿素荧光分析技术是叶片光合功能监测
快速且无损伤的天然探针, 叶绿素荧光的变化可以用
于 监 测 胁 迫 对 光 合 系 统 的 影 响 (Schreiber et al.,
1994)。Fo升高和Fv/Fm降低是光合机构受损伤、光能
转化效率下降的指标, 其变化程度可以用来鉴别植物
抵抗或忍耐干旱的能力(Schreiber et al., 1994; 陈贻
竹等, 1995)。本实验结果显示, PEG渗透胁迫下三角
叶滨藜叶片的Fo升高、Fv/Fm降低, 说明其光合机构受
到了明显的损伤; 而在PEG渗透胁迫的处理液中添
加10–40 mmol·L–1NaCl则可使Fo和Fv/Fm的变化明显
趋缓。对限制光合作用的气孔和非气孔因素的测定分
析结果也表明, PEG渗透胁迫处理后光合速率下降的
原因前4天是气孔因素导致的CO2供应不足, 随后则
图6

+

+

三角叶滨藜叶片Na 、K 含量(A)及其与叶片渗透势的关

是非气孔因素(光合系统受损)导致的叶肉细胞光合活

系(B)

性降低(叶绿素含量降低、光合机构受损等); 而在

数据柱上方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A–F同图1。

PEG渗透胁迫的处理液中添加10–40 mmol·L–1 NaCl,

Figure 6 Variations in Na+ and K+ content (A) and its relationships to osmotic potential (B) in leaves of arrowleaf saltbus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were denote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F see Figure 1.

在实验测定期间并未出现非气孔因素导致的光合速
率下降。这说明溶液中添加NaCl缓解了PEG渗透胁
迫对光合系统的伤害, 有利于维持渗透胁迫下植物光
合系统的正常运转。
综合分析表明, 在渗透胁迫条件下, 根际环境中
存在适宜浓度的NaCl可以使三角叶滨藜以快速、高效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 在 PEG 渗 透 胁 迫 的 处 理 液 中 添 加

的方式吸收并积累Na+ 等无机离子来参与渗透调节,

10–40 mmol·L–1NaCl后, 虽然导致环境溶液水势的

从而有效地维持了细胞膨压, 缓解了渗透胁迫对三角

+

进一步降低, 但由于植株体内Na 积累显著增加, 使

叶滨藜生长及光合系统的影响。但是, 在环境溶液中

组织渗透势明显降低, 从而有效增强了植株吸水力,

加入NaCl会形成进一步的水分胁迫, 过量的NaCl势

使叶片能够维持较高的相对含水量和细胞膨压, 进而

必对植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利用NaCl缓解渗透胁

有利于植株的代谢和保持正常生长。另外, 本实验中

迫对植物的影响必须控制NaCl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1

处理F(CK2)的根际溶液中也含有20 mmol·L NaCl,

且其适宜浓度范围也因植物种类、环境温度、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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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aCl on Photosynthesis and Water Status in Arrowleaf
Saltbush Under Osmotic Stress
Xinfu Bai, Qingmei Bu, Yongqin Tan, Jianjun Zhu, Linde Liu*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moderate NaCl on photosynthesis and water absorption in arrowleaf saltbush

(Atriplex triangularis) under PEG-induced osmotic stres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NaCl on plant adaptation to drought
stress. PEG-induced osmotic stress led to reduced water absorption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jured photosystem and
growth and reduced biomass. The addition of NaCl at 10–40 mmol·L–1 could reduce water potential and osmotic potential,
maintain a high turgor, alleviate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osmotic stress to the photosystem, ensure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photosynthesis and plant growth, and thus increas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plant to osmot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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