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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泌盐腺结构、功能及分泌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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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柽柳属中多数种是典型的泌盐性盐生植物 ，泌盐腺在调节体 内离子平衡 ，维持渗透压稳定 ，提高植物的耐 

盐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系统总结了柽柳泌盐腺研究成果 ，对泌盐腺的结构、功能及泌盐机制进行 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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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salt glands of Tamarix 

ZHANG Dao—yuan ，YIN Lin—ke ，PAN Bo—rong 

(1 Shenyang InstituteofAppliedEc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Shenyang，100016，China；2XinjiangInstitute of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M any species in Tamarix L．are halophyt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alt—secreting．Salt glan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iron balance，maintaining osmotic presser and improving salt endurance． 

Based On the multiply studies on salt glands，we take a systemic review on the structure，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salt glands of Tamarix L．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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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Tamarix L．)植物都具有泌盐腺。由于 

泌盐腺分泌的盐覆盖在植株表面，使柽柳通体呈灰 

绿色，甚至在盐渍化严重的地方可见大块盐粒结晶。 

泌盐腺是有效的脱盐装置 ，通过排出多余 的盐分来 

维持体 内盐的平衡[卜引。国内外学者从 20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对柽柳泌盐腺的研究。本研究总结前 

人研究成果，对柽柳泌盐腺的结构、功能、机制等方 

面作一系统论述。 

1 泌盐腺结构 

柽柳泌盐腺在鳞片状叶及当年生绿色营养枝上 

均有分布 ，深陷于表皮细胞之下的隐窝中[4]。柽柳泌 

盐腺是一个多细胞结构。柽柳泌盐腺 由一个质浓、核 

大、富含质体的原表皮细胞发育而来[5]，该细胞经过 

一

系列的对称及不对称分裂形成了 6个分泌细胞，6 

个分泌细胞两两成对排列 ，彼此靠合，形成 3列。最 

外层 2个分泌细胞核大，细胞器丰富，线粒体多 ；中 

间分泌细胞及 内层分泌细胞核较小，细胞器少，线粒 

体少或无。内层的 2个分泌细胞与 2个收集细胞相 

连接。收集细胞与普通叶肉细胞相似，具大的液泡、 

发育完好的叶绿体及细胞质的周边有线粒体及其他 

细胞器[6 ]。内层分泌细胞与收集细胞连接处质膜融 

合 ，形成融合区(transfusion zone)，融合区上有大量 

一 头连接收集细胞，一头连接内层分泌细胞的胞间 

微粒(plasmodesmata)~ ]。此外 ，胞间微粒在分泌细 

胞间的平周壁上也大量存在[1 。由于除融合区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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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泌细胞的外壁都被着厚厚的角质层 ，融合区成 

为分泌细胞与叶肉细胞之问唯一的联系通道[4]。6 

个分泌细胞及 2个收集细胞构成了成熟的 8个细胞 

的柽柳泌盐腺。 

泌盐腺成熟后，沿着外层分泌细胞平周壁出现 

了外壁突出物(wall protuberaces)。伴随着突出物 

的长大 ，分泌细胞内线粒体的含量急剧增加 ，同时， 

包被分泌细胞外壁的角质层明显加厚，继而在外层 

分泌细胞顶点周围与细胞分离，形成一个空腔，即收 

集 腔，收 集 腔 顶 部 的 角 质 层 形 成 小 的 孔 道 

(pore)[u]。分泌细胞中的液泡起初发育不完善，分 

散于整个细胞质中，部分液泡具细胞溶解酶的功能， 

可吞噬胞质中的原生质体并将其包裹、分解 ，随着泌 

盐腺的发育，大量的液泡出现在外层细胞质中，并与 

外壁突出物紧紧相连[9]。柽柳泌盐腺结构见图 1。 

图 1 柽柳 泌盐 腺 

p1．胞间微粒；v．液泡 ；m．线粒体；w．细胞壁；po．孔道；CU．角质层 

Fig．1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lt 

glands of Tamarix L．(Thomson，Berry and Liu，1 969) 

p1．plasmodesmata~v．microvacuoles； 

m．mitochondria~w．wall；po．pores；CU．cuticle 

泌盐腺分泌细胞平周壁上分布有大量的胞问微 

粒[8叫。。。Thomson和 Kathryn[加]对胞问微粒的超微 

结构进行 了冰冻切片研究，发现包被微粒的质膜与 

分泌细胞的细胞膜相连接，质膜的外质面富含膜 内 

的颗粒而内质面缺少颗粒 。胞问微粒横跨细胞壁，在 

连接处细胞壁急剧压缩成仅有 5 nm 的领状结构。 

胞问微粒 中有 1个轴组分，是一个紧紧的卷曲的双 

层膜结构，类似于质膜，其 内质面也缺少颗粒。轴组 

分外包围着 6个圆形的形成环状的呈放射状排列的 

亚单位颗粒 ，这些颗粒从轴组分的内质面延伸到胞 

问微粒质膜的内质面(图 2)。 

图 2 胞间微粒的超微模型 

p1．原生质膜 ；w．细胞壁Ic．领状结构 ；p．内质面le．外质面； 

imp．膜蛋白；k双分子层膜的轴组分；箭头表示6个放射状排列的亚单位 

Fig．2 The model of plasmodesmata of the slat glands 

of Tamarix L．(Thomson and Kathryn，1 985) 

p1．plasmalemma；w．wall；c．collar；p．p-face{ 

e．e—face；imp．integral membrane protein； 

x．axial compo nent；arrowheads— six radially 

arranged presumably protelnaceous subunits 

2 泌盐机制 

首先，根系环境中的盐分进入植株体内。根系周 

围的盐离子在泌盐腺的分泌物中均能见到，说明根 

系对离子有很低的选择性[6]。而进入根系离子的含 

量却依植物种类及土壤盐碱度的不同而不同[1 ]̈。 

柽柳的近缘属 一琵琶柴属中的 Reaumuia hirtella 

可将 83 ～95 的盐分拒于体外Ll引。一般而言 ，盐 

生植物具备通过调节根系渗透性进而调节进入植株 

体内离子含量的能力[ ]。 

其次，进入植株体内的盐分运输至泌盐腺。对 

Reaumuria hirtella的研究发现植株体 内盐 的含量 

剧增时，非原质体中Cl一的含量剧增而细胞质中Cl一 

的含量变化不大 ，因而 Rarmdanc ]认为非原质体运 

输是盐分从韧皮部液流转运到泌盐腺的主要途径 。 

到达泌盐腺后，由于分泌细胞外壁包被着厚厚的角 

质 层，非原质体 (apoplastic transport)的运输不可 

能发生，只可能是发生在内层细胞与收集细胞之间 

的共质体运输 (Symplastic transport)[2 。其他学 

者[18,19]也认为通过融合区胞问微粒通道的盐共质 

体运输对柽柳泌盐腺的功能有重要意义。通过融合 

区胞问微粒通道的盐共质体运输，盐分进入泌盐腺 

中。胞问微粒通道除了运输盐类物质外。也是运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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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营养物质的唯一通道L4J。 

随后，盐分通过泌盐腺排出体外 。在泌盐腺行使 

分泌功能时，外壁突出物、融合区、收集腔及细胞中 

大量的液泡、线粒体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在分泌初 

期，外壁突出物由小的单个的凸出物逐渐汇合为复 

杂的杆状系统 ，与此同时，大量的小液泡与杆状系统 

的外壁突出物融合[1̈。ThomsonE4]指出，液泡与外 

壁突出物膜融合后，将聚集在液泡中的盐类释放至 

壁中，进而进入到收集腔中。收集腔中由于渗透势的 

存在致使水的大量流人而产生流体力学压力，将收 

集腔中的盐溶液排出体外。 

简单说来，泌盐腺泌盐过程是这样的：盐类通过 

融合区的胞间微粒通道进入 内层分泌细胞 ，再通过 

胞间的胞间微粒通道进入到中层及外层分泌细胞 

中，与此同时，外层细胞中的液泡具有类似细胞溶解 

酶的功能而将盐类吞噬，实现盐区隔化，随后移动到 

外层细胞的外壁而与杆状系统的外壁突出物融合， 

将所含的盐类释放至壁中，进而进入到收集腔中。收 

集腔中由于渗透势的存在致使水的大量流人而产生 

流体力学压力，将收集腔中的盐溶液通过角质层顶 

端的孔道排出体外。排出体外的盐类不会反流回细 

胞中，因为厚的角质层的存在使其无孔而人 ，而唯一 

的角质层上的孔道却存在流体力学压力使其不可能 

通过孔道而进入细胞。在整个分泌过程中，线粒体发 

挥了重要作用 ，提供了分泌活动所需的 ATP。 

3 泌盐腺功能 

3．1 分泌的物质 
一 般认 为，盐生植物所分泌的盐类主要是 Na— 

Cl[2 ，然而对潜水性中生植物无 叶柽柳(Tama~x 

aphylla)的泌盐腺研究发现，除 NaCI外 ，柽柳还可 

分泌多种其它物质。对生长在 5O 浓度 Hoagland's 

培养液中无叶柽柳所分泌的盐分分析表明，柽柳可 

分泌多种离子，其中，二价阳离子有 Mg抖、Ca抖，单 

价阳离子有 K+、Na+，阴离子有 NO 、Cl一、HCO 、 

SOi一，微量元素有 Fe、B、Mo、Zn、Cu及 Mn，Na和 

Cl并不是分泌量最高的离子[2。。。Berry和 Thom- 

sonE213及 Berry[。0]研究发现无叶柽柳分泌物的二价 

阳离 子 含 量 最 为 丰 富，而 单 价 阳离 子含 量 少。 

Waisel[223认为培养液中 Mg、Ca的出现会抑制 Na 

的分泌。除上述盐离子外，柽柳还可分泌镉及锂离 

子[2引，甚至发现了硅的出现[。 。除无机物外，柽柳也 

可分泌果胶类物质[9]。 

柽柳分泌离子的成分及含量与根系环境中离子 

的种类及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培养液中增加钠 

的含量，则分泌物 中钠的含量增加 而钾 的含量 降 

低[ 。̈当培养液中加入铷(Rb)及铯(Cs)时，也可 

在柽柳泌盐腺的分泌物中检测到铷、铯阳离子[6]。基 

于上述研究 ，Berry[。1]和 ThomsonIs3认为分泌物的 

组分依赖于根系周围的环境 ，泌盐腺对离子的种类 

有很低的选择性。随后 ，Berry[20]发现 当阴离子 由 

Cl一、SO：一至 NO 变化 ，分泌物 中 K+、Na+单价阳 

离子的含量逐渐降低而 Mg抖、Ca。+二价阳离子的 

含量却增加，因此 ，Berry认为阳离子的组分依赖于 

根系环境，而阴离子的组分却影响阳离子分泌的含 

量。Storey和 Thomson[。4]用 X射线微探针分析的 

方法进一步论证 了柽柳泌盐腺的分泌过程具很低的 

选 择性 。 

柽柳所分泌的阴、阳离子常结合成不可溶的沉 

淀物而形成盐粒结晶。Ca。+是柽柳分泌物中含量最 

高的阳离子 ，多数是结晶状态，仅有 0．1／~mol／L 

10／~mol／L处于游离状态L2 。无叶柽柳所分泌的阴 

离子多是 HC0 或 C0；一，在碱性环境下，常与Ca。+ 

形成 CaCO。沉淀L2引。由于 Mg。+也是分泌较多的阳 

离子，盐粒晶体中有 15 是 MgCO。的沉淀物[2引。 

Ca在细胞质 中含量很少，而非原质体 中含量高，所 

形成的电化学梯度将 Ca流人泌盐腺周围的叶肉细 

胞中并形成了CaSO ·2H O的结晶。在液泡中占 

优势的元素是Mg及s，很可能以MgSO 晶体的形 

式出现 。 。 

柽柳可吸收环境中的砷 。砷在柽柳体内的含量 

为根 >茎 > 叶，并且 最 终 由叶的 泌盐 腺 排 出体 

#FE。6l。 

多枝柽柳(丁．ramosissima)耗水量大且可大量 

吸收水中的高氯酸盐。浸在水中的枝条可积累高达 

300／~g／g的高氯酸盐L2 。 

3．2 影响分泌的因素 

在 自然条件下，盐的分泌与土壤的盐碱度有很 

大的相关性[2引。Pollak和 WaiselE 9]认为分泌系统最 

适的分泌条件是外界低盐含量和高大气湿度。Ra— 

madan[ ]研究发现在正午时泌盐腺的分泌量最低 ， 

表现出与蒸腾作用的负相关关系。此外 ，水分胁迫 ， 

无论是土壤高盐造成的生理胁迫还是大气干旱所造 

成 的干旱胁迫，都极大地影 响了泌盐腺 的分泌效 

率[1 5l。 

4 生理 、生态 学意义 

4．1 调节盐分平衡 ，维持正常生理活动 

泌盐腺的功能是借助于蒸腾势将侵入体 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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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盐分排出体外，维持体内盐分的平衡。然而对 

Avic删 i口mari 口(Forssk)Vierh的研究发现泌盐 

腺仅将所积累盐分的 40 排出体外[̈ ；对 Tamarix 

aphylla用镉处理，发现仅有 占叶片总含量 5 的镉 

被排出体外[ 引。说明泌盐腺对分泌离子含量具调节 

作用，所分泌离子的含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离子特 

性及在细胞新陈代谢和正常生理活动中的相对重要 

性 [24]。 

虽然泌盐腺分泌物中离子组分与根系环境中的 

离子组分一致，而含量却有很大差异。对 Reaumuria 

hirtella的研究发现在 自然的盐碱条件下，盐分从根 

运输至泌盐腺的过程 中发生了选择作用，对 Na+及 

Cl一有高的选择而对 K+、Ca抖、Mg +及 SO：一有很 

低的选择[拍]。盐生植物这种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降 

低了对营养离子的伤害，对植物在盐碱地生存有着 

尤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柽柳分泌物常以溶液形式存在，似一层水 

膜 包 被在 营养 枝上 ，缩 短 了蒸 腾 作用 的持续 时 

间[3引，减少了水分的散失。柽柳根部对离子的吸收 

具很低的选择性，但柽柳叶片对吸收的离子组分可 

进行调节并将一定的元素排出体外，这是柽柳可生 

存于多种生境的原因[3̈。 

4．2 实现离子区隔化 ，维持渗透压平衡 

镉对植株有毒害作用 ，然而用镉处理 ，发现镉可 

被柽柳叶片细胞隔离而不参加新陈代谢活动[2引。对 

Reaumuria hirtella的研究发现当根系周围盐的含 

量剧增时，非原质体中 Cl一的含量剧增而细胞质 中 

Cl一的含量变化不大Els3。由于细胞质不能忍受高浓 

度盐的伤害，泌盐腺通过快速的盐离子 的调节机制 

使盐分区隔于非原质体中而避免了对细胞质的伤 

害。泌盐腺的这种快速的矿质元素调节机制，实现离 

子的区隔化从而避免对植株的毒害作用是泌盐腺的 

主要功能之一。 

此外，Bosabalidis和 Thomson[n]用一组生动的 

照片记录了液泡具溶菌酶功能将进入分泌细胞的物 

质吞噬、区隔于液泡中的整个过程。液泡在整个分泌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体现在一方面充当运输载体， 

将包含在其 内的物质运输至细胞壁 中进而排出体 

外，另一方面，液泡将盐离子区隔于其中，维持了细 

胞质渗透压的稳定 ，保证了细胞正常生理功能的进 

行 。 

RamadanDs3发现盐生植物 白勺．泌盐效率在一天 

中有所不同，相应地，植物体内渗透势也有很大的波 

动。在正午时蒸腾最大及泌盐腺分泌最低时，植物体 

内的渗透势最低 ，低的渗透势有助于从盐碱环境 中 

汲取更多的水分，以补充在干旱环境中强蒸腾所带 

走的水分。 

4．3 “碳捕获系统” 

无叶柽柳 ．aphylla)叶抱茎 ，用于气体交换的 

叶面积小，气孔开放的时间仅 10 h／d口引，严重限制 

了光合作用和植株的生长。然而无叶柽柳生长却很 

快[。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来 ，柽柳泌盐腺是一 

个“碳捕获系统，，[。引。柽柳所分泌的盐溶液似一层膜 

包被在营养枝上，该溶液呈碱性 ，夜间 pH 为 8．0～ 

8．5，白天 pH 为 10．5。这个泌盐腺分泌的包被在营 

养枝上的膜成了有效捕获大气中 CO 的“捕获器”。 

在 白天，当盐溶液 pH 为 10．5时，捕获大气中大量 

CO 并以HCO 或 CO；一的形式存储起来 ，在黑夜， 

当 pH 降为 8．0～8．5时，大量的被捕获的碳被释放 

出来，或者进入溶液湿润营养枝，或者进入到周围的 

大气中变为 CO 。营养枝周 围聚集的 CO 量超过 

l 000 ·g～，远远大于同化作用效率最大时所需 

的 500 ·g 的浓度，因而在清晨时柽柳同化率最 

高[3引。柽柳泌盐腺具碳捕获功能，所捕获的CO 满 

足了光合作用及植株生长的需要。此外，大气 中丰富 

的CO 还可有效限制光呼吸[3 ，高浓度的CO 还可 

增加植物的耐盐性口引。 

综上所述，柽柳属中多数种是典型的泌盐性盐 

生植物 ，泌盐腺在调节体内离子平衡、维持渗透压稳 

定、完成正常生理活动及提高植物的耐盐性能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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