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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耐盐突变体材料的筛选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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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园艺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目的] 本文旨在从黄瓜突变体材料中筛选耐盐突变体材料ꎮ [ 方法] 对 ９４８ 份‘ 长春密刺’ 黄瓜突变体材料进行 ＮａＣｌ
溶液催芽试验ꎬ通过对比发芽率、发芽势和相对发芽率ꎬ结合胚根生长状况进行初步筛选ꎬ然后对发芽期筛选出的优质材料
进行幼苗期盐胁迫处理(１２０ ｍｍｏｌＬ －１ ＮａＣｌ 营养液ꎬ处理 ７ ｄ) ꎬ测定株高、根长、茎粗、地上部鲜质量、地下部鲜质量、茎节数
等形态指标ꎬ分析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活性以及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等

生理指标ꎮ [ 结果] 根据发芽期突变体材料的发芽指标情况ꎬ共筛选出 ２５ 份耐盐突变体材料ꎬ从中挑选出 １２ 份优质材料ꎮ
在盐胁迫处理下 １２ 份黄瓜突变体各项形态及生理指标均出现下降ꎬ但耐盐性好的材料表现显著优于对照ꎬ最终经过综合
比较后筛选出 ７ 份耐盐新材料:Ｍｕ￣９４￣６、Ｍｕ￣３４￣２、Ｍｕ￣１４４￣１０、Ｍｕ￣７０￣１１、Ｍｕ￣４２￣５、Ｍｕ￣６１￣２、Ｍｕ￣４３￣４ꎮ [ 结论] 通过对突变体
库的筛选ꎬ得到 ７ 份耐盐新材料ꎮ 这些材料的获得对黄瓜耐盐性的遗传研究和新品种培育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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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胁迫是影响全球作物产量的重要非生物胁迫之一 [１] ꎮ 全世界大约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受到盐渍化的困

扰ꎬ占总陆地面积的 ３０％ꎬ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国家影响更为突出 [２] ꎮ 在我国ꎬ盐渍土是最主要的低产土

壤类型之一ꎬ早在十几年前盐渍化土地面积就占到全国耕地面积的 ６.６２％ [３] ꎮ 近些年我国设施园艺栽培
面积不断扩大ꎬ占世界总面积 ８５％以上ꎬ设施蔬菜栽培面积已超过 ４００ 万 ｈｍ ２[４] ꎮ 设施栽培中化肥的过量
使用等因素致使我国盐碱化土地面积加速扩大ꎮ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ꎬ２ｎ ＝ ２ｘ ＝ １４) 是全世界广泛种植的蔬菜作物ꎬ我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位居
世界第一ꎮ 黄瓜在我国设施蔬菜栽培中尤其重要ꎬ其种植面积位于设施蔬菜的前 ３ 位ꎮ 黄瓜对盐胁迫较
敏感ꎬ尤其在萌发期和早期生长阶段ꎮ 由于设施栽培中化肥、农药的应用ꎬ黄瓜常常受盐胁迫的影响ꎬ产量
与效益明显降低ꎬ但目前黄瓜主栽品种中缺乏强耐盐的优良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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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盐胁迫对种子发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ꎬ这可能是由于高浓度的 ＮａＣｌ 对细胞生理代谢中酶活

性及渗透调节作用、膜脂和脂肪酸的组成等产生了不良影响ꎬ导致种子代谢紊乱ꎬ种子活力降低甚至失去
萌发能力 [５－６] ꎮ 盐胁迫会对植物的营养生长产生影响ꎬ主要体现在植株外部形态及生长量的差异上 [７] ꎬ因
此ꎬ在植物耐盐性研究中ꎬ 苗期形态指标如株高、 根长、 茎粗、 茎节数等成为评价其耐盐能力的重要指
标 [８－９] ꎮ 另外ꎬ盐胁迫还会导致植物内膜结构破坏ꎬ大量活性氧产生ꎬ代谢失调ꎬ光合作用下降 [１０] ꎬ衰老凋
亡加速等 [１１] ꎮ 因此关于植物耐盐性鉴定研究ꎬ除了调查其生长指标外ꎬ还要对植物的光合作用、渗透调节
物质、抗氧化系统等生理指标进行分析测定 [１２] ꎮ
近年来ꎬ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ꎬ人们对黄瓜品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ꎮ 由于一些优良性状
无法从现有的种质资源中获得ꎬ或者很难通过传统育种方式改良得到ꎬ人工诱变便成为一种快速有效的实
现方法ꎮ 本研究利用已建立的‘ 长春密刺’ 黄瓜突变体库ꎬ通过盐胁迫处理分析黄瓜发芽率、发芽势和相
对发芽率ꎬ评价芽期耐盐程度的差别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分析盐胁迫下黄瓜突变体幼苗相关形态指
标和生理指标ꎬ最后筛选出耐盐性较好的黄瓜突变体材料ꎬ为今后深入研究黄瓜的耐盐机制以及进一步培
育耐盐黄瓜品种提供研究基础和试验材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由南京农业大学葫芦科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实验室提供ꎮ 前期已获得华北型黄瓜品种‘ 长

春密刺’ 诱变处理后自交三代的突变体库 [１３] ꎮ 所用种子为 ２０１５ 年秋季收获ꎬ挑选饱满种子用于试验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发芽期耐盐筛选

对 ９４８ 份突变体株系进行编号ꎬ每个株系选取籽粒饱满、大小一致的种子 １０ 粒

放在纸杯中ꎬ用 ５５ ℃ 温水浸泡 ６ ｈ 后将水倒掉ꎬ加入少量 ２１０ ｍｍｏｌＬ －１ 的 ＮａＣｌ 溶液ꎬ置于光照培养箱中
催芽ꎬ以野生型‘ 长春密刺’ 为对照ꎬ重复 ３ 次ꎮ 每天定时观察、记录种子发芽数及对应时间ꎬ计算种子发
芽势、发芽率和相对发芽率ꎬ对突变体材料进行初步筛选ꎮ

１.２.２

苗期耐盐鉴定

从芽期筛选出的耐盐突变体材料中选取耐盐性明显的 １２ 个编号ꎬ每个编号选取

饱满一致的种子进行浸种催芽ꎮ 出芽后播种于塑料盘( 以石英砂为基质) 中ꎬ每天更换盘中清水ꎻ待幼苗
子叶展开时ꎬ改换 １ / ２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培养ꎻ待幼苗展开 ２ 片真叶时ꎬ在营养液中加入适量 ＮａＣｌ 溶液ꎮ 为
避免盐冲击效应ꎬ按照溶液浓度递增的方式更换营养液ꎬ即采用 ３０、６０、９０ 和 １２０ ｍｍｏｌＬ －１ ＮａＣｌ ４ 个浓度
依次递进ꎬ每个浓度处理 ３ ｄꎮ 整个过程均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ꎬ昼 / 夜温度为 ２８ ℃ / ２０ ℃ ꎬ光照 / 黑暗时
间为 １６ ｈ / ８ ｈꎮ 当 ＮａＣｌ 最终浓度到达 １２０ ｍｍｏｌＬ －１ ７ ｄ 后进行观测调查ꎮ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发芽期 测定黄瓜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和相对发芽率ꎮ 发芽势 ＝ 第 ３ 天发芽粒数 / 供试粒数 ×
１００％ꎻ发芽率 ＝ 第 ５ 天发芽粒数 / 供试粒数 × １００％ꎻ相对发芽率 ＝ 种子发芽率 － 对照‘ 长春密刺’ 种子发

１.３.１

芽率 [１４] ꎮ

１.３.２

幼苗期

茎粗:用游标卡尺在子叶着生部位向下 ０.５ ｃｍ 处测量茎粗( ｍｍ) ꎻ株高:用直尺测量从基

质表面到幼苗最高生长点部位的距离 ( ｃｍ) ꎻ 根长: 用直尺测量从一级侧根处到根系最长位置的距离
( ｃｍ) ꎻ地上鲜质量:将幼苗地上部分剪下ꎬ用电子天平称质量( ｇ) ꎻ地下鲜质量:将幼苗地下部分从石英砂
中分离出来ꎬ用吸水纸轻轻吸干根系上营养液ꎬ用电子天平称质量( ｇ) ꎻ茎节数:黄瓜幼苗节数ꎮ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ꎻ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 活性测定采用愈创木

酚法ꎻ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活性测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ꎻ叶绿素含量测定采用乙醇溶液浸提法ꎻ可溶性
蛋白含量测定釆用考马斯亮蓝法ꎮ

１.３.３

隶属函数值计算

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抗逆性综合评定方法为 Ｆｕｚｚｙ 数学中隶属函数法ꎬ对各个

耐盐性指标隶属函数值进行累加ꎬ求平均数以评定植物的耐盐性ꎮ
耐盐性隶属函数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若所测指标与耐盐性呈正相关ꎬ则采用公式:Ｕ ＝ ( Ｘ －Ｘ ｍｉｎ ) / ( Ｘ ｍａｘ －Ｘ ｍｉｎ ) ꎻ
若所测指标与耐盐性呈负相关ꎬ则采用公式:Ｕ ＝ １ －( Ｘ －Ｘ ｍｉｎ ) / ( Ｘ ｍａｘ －Ｘ ｍｉｎ ) ꎮ

式中:Ｕ 表示某一指标的隶属函数值ꎻＸ 表示某一指标的测定值ꎻＸ ｍａｘ 表示某一指标测定值中的最大值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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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ｍｉｎ 为某一指标测定值中的最小值ꎮ 将各品种的若干指标隶属函数值的算数平均值作为平均隶属度ꎮ 平
均隶属度越大ꎬ就说明耐盐性越好ꎮ

１.４

２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ꎮ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瓜突变体发芽期耐盐材料的筛选
用 ２１０ ｍｍｏｌＬ －１ ＮａＣｌ 溶液处理 ９４８ 份黄瓜突变体种子ꎬ发现这些材料的种子发芽能力差异显著ꎮ 其

中ꎬ大部分材料耐盐能力都要弱于对照‘ 长春密刺’ ꎬ表现为发芽率、发芽势低ꎬ胚根不生长等现象ꎮ 试验
以相对发芽率作为耐盐筛选指标ꎬ将 ９４８ 份突变体材料分为:耐盐型( 相对发芽率≥８０％) 、中间型( 相对
发芽率为 ４０％ ~ ６０％) 和盐敏感型( 相对发芽率<２０％) ꎮ 其中ꎬ耐盐型材料最少ꎬ只有 ２５ 份ꎬ占试验材料总
数的 ２.６４％ꎻ中间型材料共有 １５２ 份ꎬ占 １６.０３％ꎻ其余 ７７１ 份为盐敏型材料ꎬ占总数的 ８１.３３％ꎮ

根据其种子发芽时间早晚、整齐度和胚根长度等指标ꎬ从 ２５ 份耐盐型材料中选取 １２ 份作为进一步幼

苗期筛选的材料( 表 １) ꎮ
Ｔａｂｌｅ １
编号
Ｃｏｄｅ

初步筛选的耐盐突变体的发芽势、发芽率和相对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ｕｔａｎｔｓ

发芽势
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ｕ￣２￣１
Ｍｕ￣８￣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Ｍｕ￣３４￣２
Ｍｕ￣４０￣６

１００

Ｍｕ￣４３￣４

８０

Ｍｕ￣４２￣５

２.２

表１

相对发芽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１００

２０

８０

Ｍｕ￣６０￣９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发芽势
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

１００

Ｍｕ￣１４４￣３

６０

１００

Ｍｕ￣７０￣１１

２０

Ｍｕ￣６１￣２

８０

Ｍｕ￣１４４￣１０

８０

Ｍｕ￣９４￣６

８０

１００

编号
Ｃｏｄｅ

０
０
０

％

相对发芽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黄瓜幼苗期耐盐材料筛选

２.２.１

形态指标

由表 ２ 可见: 相同性状在不同突变体间表现出明显差异ꎬ 同一突变体不同性状也存在

显著差异ꎮ 在 １２ 个突变体材料中ꎬ有 ８ 个突变体株高显著高于对照‘ 长春密刺’ ꎻ２ 个突变体茎粗显著大
于对照ꎻ４ 个突变体根长显著大于对照ꎻ３ 个突变体地上部鲜质量显著大于对照ꎻ４ 个突变体地下部鲜质量

显著大于对照ꎻ９ 个突变体茎节数显著大于对照ꎮ 其中ꎬＭｕ￣３４￣２ 和 Ｍｕ￣９４￣６ 的 ６ 项指标都显著优于对照ꎻ
Ｍｕ￣４３￣４ 有 ５ 项指标优于对照ꎻＭｕ￣１４４￣３ 有 ３ 项指标优于对照ꎻＭｕ￣６１￣２ 和 Ｍｕ￣１４４￣１０ 有 ２ 项指标优于对
照ꎬ其他与对照表现差异不明显ꎮ Ｍｕ￣３４￣２、Ｍｕ￣９４￣６ 和 Ｍｕ￣４３￣４ 属于耐盐性较好的材料ꎮ 盐胁迫对不同突
变体不同性状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ꎬ所以需要多个性状进行综合对比分析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编号
Ｃｏｄｅ

株高 / 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ＮａＣｌ 处理下黄瓜突变体幼苗形态指标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ｕｔａｎ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Ｃｌ
茎粗 / ｍｍ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根长 / ｃｍ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地上部鲜质量 / ｇ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ｈｏｏｔ

地下部鲜质量 / ｇ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ｏｏｔ

茎节数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Ｋ
８.４５０±０.２７５ ｆｇ
１.５８５±０.３４４ ｃｄ
３.６２５±０.７８７ ｄ
０.４２７±０.０５１ ｃｄ
０.０１７±０.００７ ｂ
２.５０±０.５０ ｂｃ
ｇ
ｄ
ｃｄ
ｃｄ
ｂ
Ｍｕ￣２￣１
７.１００±０.９０３
１.４３７±０.０８９
４.２７５±０.４５１
０.３６７±０.１０６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０ ｃ
ｃｄｅ
ａｂｃｄ
ｂｃｄ
ｃｄ
ｂ
Ｍｕ￣８￣１
１１.０２５±０.４６４
２.０２５±０.１９３
５.８２５±１.４６７
０.４３８±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０.０１１
４.００±０.００ ａ
Ｍｕ￣３４￣２
１２.９００±０.２７３ ｂｃ
２.５１２±０.１２５ ａ
９.２７５±０.７７５ ａ
１.０３５±０.１０７ ａ
０.０８６±０.００９ ａ
３.７５±０.２５ ａ
Ｍｕ￣４０￣６
１２.４００±０.６２３ ｂｃｄ
２.１５５±０.１１４ ａｂｃｄ
４.２２５±０.９７６ ｃｄ
０.５６５±０.０２１ ｃｄ
０.０２８±０.０１０ ｂ
４.００±０.００ ａ
ｅｆ
ａｂｃ
ａｂｃ
ｂｃ
ｂ
Ｍｕ￣４２￣５
９.８２５±０.７４３
２.３１７±０.２８２
６.６００±１.４５４
０.６４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３±０.００１
２.５０±０.２９ ｂｃ
ｂｃ
ｂｃｄ
ａｂ
ａｂ
ａ
Ｍｕ￣４３￣４
１２.９００±０.６１２
１.６４７±０.２７５
８.０００±０.３４８
０.９６８±０.１９１
０.０７７±０.００６
４.００±０.００ ａ
ｄｅｆ
ｂｃｄ
ｂｃｄ
ｃｄ
ｂ
Ｍｕ￣６０￣９
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
１.７３７±０.１８８
５.２７５±０.４５１
０.３０５±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０.００６
３.５０±０.２９ ａ
Ｍｕ￣６１￣２
１１.８００±０.７９３ ｂｃｄｅ
１.５９２±０.１３３ ｃｄ
３.８２５±１.２１２ ｃｄ
０.３７０±０.０４０ ｃｄ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ｂ
３.７５±０.２５ ａ
Ｍｕ￣１４４￣３
１４.０２５±０.６５３ ａｂ
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ａｂｃｄ
４.８７５±０.９７３ ｃｄ
０.５１６±０.０５２ ｃｄ
０.０９４±０.００４ ａ
４.２５±０.２５ ａ
ａ
ａｂｃｄ
ｃｄ
ｄ
ｂ
Ｍｕ￣１４４￣１０
１５.７２５±０.２２５
１.９３５±０.０２５
４.９００±０.４４５
０.２３５±０.０５０
０.０１５±０.００５
４.００±０.００ ａ
ｆｇ
ａｂｃｄ
ｃｄ
ｃｄ
ｂ
Ｍｕ￣７０￣１１
８.２００±０.９７４
２.０８０±０.２３８
４.５００±０.４２４
０.４５５±０.０７７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２.７５±０.２５ ｂｃ
ａｂｃ
ａｂ
ａｂ
ａ
ａ
Ｍｕ￣９４￣６
１３.４５０±１.６５６
２.３７７±０.４５２
７.８００±０.５０６
１.１８７±０.２５３
０.０８６±０.０１２
３.７５±０.２５ ａ
注:ＣＫ:对照‘ 长春密刺’ ꎮ 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ＣＫ:Ｃｏｎｔｏｌ‘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ｍｉｃｉ’.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２.２.２

抗氧化酶活性、叶片色素含量和可溶性蛋白含量

由表 ３ 可见:有 ６ 个突变体叶片 ＳＯＤ 活性显著

第１期

６７

潘俏ꎬ等:黄瓜耐盐突变体材料的筛选与鉴定

高于对照ꎬ４ 个突变体叶片 ＣＡＴ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ꎻ其中ꎬＭｕ￣３４￣２、Ｍｕ￣４３￣４ 和 Ｍｕ￣９４￣６ 的这 ２ 种酶活性显
著高于对照ꎮ １２ 个突变体叶片 ＰＯＤ 活性与对照相比差异均不显著ꎮ 总体来看ꎬ不同突变体对盐胁迫的
反应存在差异ꎬＳＯＤ 活性差异较 ＰＯＤ、ＣＡＴ 更大ꎬＳＯＤ 可能对抵御盐胁迫伤害起到更大作用ꎮ
Ｔａｂｌｅ ３

表３

ＮａＣｌ 处理对黄瓜突变体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Ｃ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ｕｔａｎｔ
ＳＯＤ 活性 / ( Ｕｇ －１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０５２±０.００１ ｃ
０.０９７±０.００３ ｂ
０.０４４±０.０１５ ｃ
０.１１７±０.０３４ ａｂ
０.０３１±０.０１４ ｃ
０.１５１±０.００２ ａ
０.１１９±０.０１６ ａｂ
０.０２８±０.０１２ ｃ
０.０３４±０.０１４ ｃ
０.０５０±０.０１５ ｃ
０.０４３±０.０１３ ｃ
０.１５２±０.００４ ａ
０.１６２±０.０００ ａ

编号
Ｃｏｄｅ
ＣＫ
Ｍｕ￣２￣１
Ｍｕ￣８￣１
Ｍｕ￣３４￣２
Ｍｕ￣４０￣６
Ｍｕ￣４２￣５
Ｍｕ￣４３￣４
Ｍｕ￣６０￣９
Ｍｕ￣６１￣２
Ｍｕ￣１４４￣３
Ｍｕ￣１４４￣１０
Ｍｕ￣７０￣１１
Ｍｕ￣９４￣６

ＰＯＤ 活性 / ( Ｕｇ －１ｍｉｎ －１ )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４.４７２±０.１５６ ａｂｃ
２.２８８±０.１９１ ｃ
９.７７６±２.０４７ ａｂｃ
１５.４４６±２.８４９ ａｂ
７.２７８±１.３８１ ａｂｃ
２.２４１±０.６８０ ｃ
１７.１５４±６.５５９ ａｂ
１２.１４８±４.９２２ ａｂｃ
１６.３５８±８.７０２ ａｂ
１５.５９７±５.３８３ ａｂ
４.２７２±１.６９３ ｂｃ
９.２２１±２.９０２ ａｂｃ
１７.６１９±０.４６６ ａ

ＣＡＴ 活性 / ( Ｕｇ －１ｍｉｎ －１ )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７９９±０.１３２ ｃ
１.１８１±０.３０６ ｃ
１.７６９±０.４４６ ｂｃ
６.２５１±０.８５６ ａ
０.２８４±０.０７１ ｃ
０.６４４±０.１５４ ｃ
５.８４７±０.９４４ ａ
２.３００±１.３５８ ｂｃ
０.９２１±０.２１８ ｃ
３.５９６±０.４１５ ｂ
０.６０１±０.１０７ ｃ
０.４９１±０.０５６ ｃ
３.２２６±０.８１９ ｂ

由表 ４ 可见:黄瓜突变体叶片中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ꎮ 其中ꎬ

Ｍｕ￣３４￣２、Ｍｕ￣４３￣４、Ｍｕ￣９４￣６ 的 ３ 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ꎬ耐盐性最佳ꎻ除类胡萝卜素含量外ꎬＭｕ￣１４４￣１０ 其
余 ２ 种色素含量也显著高于对照ꎬ也属于耐盐品种ꎻＭｕ￣２￣１、Ｍｕ￣８￣１、Ｍｕ￣６０￣９ 的 ３ 种色素含量均显著低于
对照ꎬ耐盐性最差ꎮ

Ｔａｂｌｅ ４
编号 Ｃｏｄｅ
ＣＫ
Ｍｕ￣２￣１
Ｍｕ￣８￣１
Ｍｕ￣３４￣２
Ｍｕ￣４０￣６
Ｍｕ￣４２￣５
Ｍｕ￣４３￣４
Ｍｕ￣６０￣９
Ｍｕ￣６１￣２
Ｍｕ￣１４４￣３
Ｍｕ￣１４４￣１０
Ｍｕ￣７０￣１１
Ｍｕ￣９４￣６

表４

ＮａＣｌ 处理对黄瓜突变体幼苗色素含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Ｃ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ｕｔａｎｔｓ

叶绿素 ａ 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２.５８４±０.０５９ ｃｄ
５.１８１±０.５２２ ｆ
３.６２４±１.６８４ ｆ
２０.４３８±２.３７６ ａｂ
８.５５６±０.３９３ ｅｄｆ
１６.３２１±２.４８８ ｂｃ
２０.２７７±２.８６６ ａｂ
７.０７４±１.６１７ ｄｆ
１０.７４８±０.３４４ ｅｄ
１６.７０７±１.４５８ ｂｃ
２０.６４４±２.３６１ ａｂ
１３.４３８±０.８３０ ｃｄ
２２.６４１±１.３５７ ａ

叶绿素 ｂ 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０３３±０.２７０ ｂｃ
２.１６０±０.１１３ ｄ
１.７９６±０.５１３ ｄ
１０.２５１±０.６４８ ａ
３.６４８±０.１７７ ｃｄ
６.５４４±１.１４０ ｂ
１０.２９８±０.６６２ ａ
１.９１９±０.５６８ ｄ
４.０２０±０.０７７ ｃｄ
５.７９６±０.５２５ ｂｃ
１０.２９６±１.６５４ ａ
５.２５５±０.４３７ ｂｃ
１０.２４２±０.４８２ ａ

ｍｇｇ －１

类胡萝卜素含量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３４１±０.２６９ ｃｄｅ
１.１６０±０.１１７ ｇｈ
０.６４８±０.４１７ ｈ
５.６１０±０.６８０ ａ
２.２２９±０.１８０ ｅｆｇ
４.４３２±０.４７１ ａｂｃ
５.４０８±０.７７０ ａｂ
１.５２３±０.３２５ ｆｇｈ
２.８９３±０.０７３ ｄｅｆ
４.４０２±０.２９８ ａｂｃ
４.０９９±０.６７３ ｂｃｄ
３.４８９±０.１０６ ｃｄｅ
５.６３８±０.６６１ ａ

由图 １ 可见:不同突变体可溶性蛋白含量存在差异ꎮ 其中ꎬＭｕ￣３４￣２、Ｍｕ￣４３￣４、Ｍｕ￣９４￣６ 幼苗的可溶性

蛋白含量显著高于对照ꎬ耐盐性更好ꎻＭｕ￣６０￣９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低于对照ꎬ耐盐性最差ꎻ其他突变体
与对照差异不显著ꎮ

图１
Ｆｉｇ １

ＮａＣｌ 处理下黄瓜突变体幼苗的可溶性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ｕｔ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Ｃ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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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５ 可见:有的突变体会出现某个指标隶属函数值很高而其他性状指标隶属函数值很低的现象ꎬ且

不同突变体材料对盐胁迫的耐受程度和性状表现都不同ꎬ因此ꎬ单个指标反映耐盐性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ꎬ仅仅根据单个指标很难判定耐盐性强弱ꎮ 为了克服这种弊端ꎬ我们引用不同时期各个性状指标的隶属
函数值和平均隶属度对突变体材料耐盐性进行综合研究ꎮ 本试验结果是以对照为基准进行区分ꎬ根据平
均隶属度大小结果可知有 ５ 份材料表现差于对照‘ 长春密刺’ ꎬ即为不耐盐ꎬ而有 ７ 份材料耐盐性优于对
照ꎬ耐盐性强弱依次为 Ｍｕ￣９４￣６、Ｍｕ￣３４￣２、Ｍｕ￣１４４￣１０、Ｍｕ￣７０￣１１、Ｍｕ￣４２￣５、Ｍｕ￣６１￣２、Ｍｕ￣４３￣４ꎬ这与方差分析
结果基本一致ꎮ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叶绿素 ａ
叶绿素 ｂ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编号
Ｃｏｄｅ

ＳＯＤ ＰＯＤ ＣＡＴ

Ｍｕ￣２￣１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３６

０.６０

Ｍｕ￣１４４￣３ ０.５４ ０.４７ ０.６２

０.３９

Ｍｕ￣４０￣６

０.３８ ０.５２ ０.３５

Ｍｕ￣８￣１

０.５４ ０.４１ ０.４０

ＣＫ

０.４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Ｍｕ￣６０￣９
Ｍｕ￣４３￣４
Ｍｕ￣６１￣２
Ｍｕ￣４２￣５

０.６４ ０.３４ ０.４２
０.５８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６４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５２ ０.４２

Ｍｕ￣７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６６

Ｍｕ￣１４４￣１０ ０.５２ ０.５７ ０.６１
Ｍｕ￣３４￣２
Ｍｕ￣９４￣６

３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４７ ０.４３

０.５５
０.６１
０.３５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５２
０.６５
０.４５
０.６６
０.４３
０.４３

黄瓜突变体各指标的隶属函数值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ｕｔａｎｔ
类胡萝卜素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

可溶性蛋白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０.３６

０.５６

０.４２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６５
０.６２
０.４２
０.５８
０.４２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４２
０.３６

０.５９
０.７５
０.３６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６９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６６
０.５２
０.６３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４９
０.４２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根长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５２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５９
０.６２
０.５４
０.４７

０.３０
０.３９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５５
０.５９

茎粗 地下部鲜质量 地上部鲜质量 茎节数 平均隶属度
Ｓｔｅｍ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
ｏｆ ｓｈ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０.４９

０.３８

０.４８

０

０.４２３

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５６

０.２５

０.４４３

０.５７

０.２５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３４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７０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６２
０.４７
０.３８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３１
０.５２
０.４６
０.４０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４２

０
０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３８
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４４１
０.４４９
０.４５２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６
０.４９９
０.５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８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获得了耐盐突变体 Ｍｕ￣９４￣６、Ｍｕ￣３４￣２、Ｍｕ￣１４４￣１０、Ｍｕ￣７０￣１１、Ｍｕ￣４２￣５、Ｍｕ￣６１￣２ 和 Ｍｕ￣４３￣４ꎬ这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材料ꎮ 盐胁迫会加速植物叶绿素分解 [１５] ꎬ并阻止叶绿素合成 [１６－１７] ꎬ因此盐胁迫对色
素含量影响很大ꎮ 本试验中ꎬ经过盐处理后不同突变体叶片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出现明
显的差异ꎬ且叶绿素 ａ 含量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另外 ２ 种色素ꎮ 叶绿素 ａ 主要存在于 ２ 个光系统 ＰＳⅠ和

ＰＳⅡ核心复合物中ꎻ叶绿素 ｂ 主要为 ２ 个光系统的天线组分ꎻ类胡萝卜素则是一种光合作用的辅助色素ꎬ
对叶绿素起到保护作用ꎮ 因此ꎬ叶绿素 ａ 更敏感的反应可能证明盐胁迫对光合机构损伤产生的原始部位
在光系统反应中心而非外周天线 [１８] ꎮ

盐胁迫可引起黄瓜幼苗膜脂过氧化ꎬ使细胞膜受到伤害ꎬ这时植物抵御盐胁迫的活性氧清除系统产生

应激反应ꎮ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等膜保护酶在逆境中维持较高的酶活性ꎬ从而能有效地清除过量的活性氧ꎬ减

少对膜结构和功能的破坏ꎬ同样盐胁迫对大多数非盐生植物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１９] ꎮ
本试验通过对保护酶活性下降程度的对比筛选出了比对照表现更好的耐盐突变体材料ꎮ 黄瓜耐盐机制十
分复杂ꎬ耐盐性受气候条件、品种自身、生长发育时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ꎬ不同品种对盐胁迫的表现方式也
不尽相同ꎬ因此不同的处理时期、处理条件和评价指标都可能导致最后结果的偏差ꎮ 考虑到植物萌发期和
幼苗期对盐胁迫最为敏感ꎬ其他发育阶段对盐胁迫相对不敏感 [２０] ꎬ本试验选取了黄瓜突变体发芽期和幼
苗期 ２ 个时期耐盐性水平进行综合对比ꎬ筛选出耐盐突变体材料ꎮ 在评价指标方面ꎬ利用种子发芽特性进
行耐盐性的鉴定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２１] ꎮ 虽然形态指标检测方便ꎬ易于观察ꎬ但这些指标很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影响ꎬ因此本文又进一步将幼苗期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相结合ꎬ更能保证筛选结果的准确性ꎬ该方法
对今后大群体耐盐性筛选起到一定借鉴作用ꎮ 筛选过程是以‘ 长春密刺’ 为对照ꎬ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
看ꎬ可以更容易找到相关突变位点以及调控耐盐性状的基因ꎮ 筛选获得的耐盐材料ꎬ在育种方面存在很大
的价值ꎬ可运用于盐碱化地区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ꎮ
本研究中ꎬ通过发芽期筛选出的耐盐突变体在幼苗期表现不尽相同ꎬ但大部分发芽期表现耐盐的品种
在幼苗期依然会保持同样良好的耐盐性ꎮ 因此ꎬ在发芽期进行耐盐性筛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ꎬ可以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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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迅速地筛选出耐盐品种ꎬ对大批量品种筛选具有一定优势ꎬ但是不排除出现发芽期表现耐盐性不佳而
幼苗期表现相反的情况ꎮ 在幼苗期筛选过程中ꎬ同一突变体的生理指标与形态指标也存在差异ꎬ可能会出
现大部分性状表现耐盐性突出ꎬ而少数性状与对照水平差不多或差于对照的现象ꎮ 这可能因为不同突变
体的不同性状受盐胁迫程度不同ꎮ 因此ꎬ不能因为单一某个性状表现优良而片面地推断其耐盐性好坏ꎮ
我们利用平均隶属度对所有测量性状进行综合评价ꎬ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从大量材料中筛选出耐盐株系ꎮ
当然ꎬ这种筛选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验证和完善ꎮ
盐胁迫问题往往存在于栽培土壤ꎬ而不同地区土壤盐分含量差异很大ꎮ 普通的土壤栽培试验不能准
确说明盐胁迫是主效胁迫因素ꎬ此前已有研究采用水培法控制栽培环境盐浓度 [２２－２３] ꎮ 本试验采用水培
法ꎬ直接将营养液中加入 ＮａＣｌꎬ减少栽培环境带来的影响ꎬ并且综合不同时期的多种性状进行筛选ꎬ得到
准确可靠的耐盐突变体ꎬ为今后更深入研究黄瓜耐盐机制及品种改良提供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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