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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拥有丰富的沙棘资源，沙棘产业发展的潜
力很大。研究在刘安典等［１］、王俊峰等［２］工作的基

础上，运用化学计量学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聚

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宜君、靖边、吴旗、永寿、黄龙等５
县沙棘叶中的 Ｃｕ、Ｆｅ、Ｚｎ、Ｍｎ、Ｍｇ、Ｓｅ、Ａｓ等７种微量
元素和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粗灰分、无氮

浸出物等６种主要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研究，期望对今
后沙棘叶的进一步开发及合理使用提供科学的理论

依据和数据参考。

１　材料
　　陕西省５个县的沙棘叶片样品，采集地为陕西省
宜君县哭泉乡、靖边县大路沟乡、吴旗县白豹乡、永寿

县马坊乡、黄龙县界头庙乡，沙棘叶中的干物质、粗蛋

白、粗脂肪、粗纤维等６种主要营养成分参照《牧草
饲料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Ｃｕ、Ｆｅ、Ｚｎ、Ｍｎ、Ｍｇ、Ｓｅ、
Ａｓ等７种微量元素分别按照 ＧＢ／Ｔ１３８８５—９２、ＧＢ／
Ｔ１３０７９—９１、ＧＢ／Ｔ１３８８３—９２进行测定。
２　方法
２．１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技术，通过对原

始变量指标的转换，获得较少几个新变量指标，这些

较少的综合指标尽可能多地表征原始变量数据结构

特征，以使原信息不丢失，并可消除众多化学信息里

相互重叠的部分［３－４］。设有 ｎ个样本，ｍ个变量，原
始变量指标为ｘ１，ｘ２，…，ｘｍ，新变量指标即综合指标
为Ｆ１，Ｆ２，…，Ｆｘ（ｘ≤ｍ），则：

Ｆ１＝Ｚ１１ｘ１＋Ｚ１２ｘ２＋…＋Ｚ１ｍｘｍ
Ｆ２＝Ｚ２１ｘ１＋Ｚ２２ｘ２＋…＋Ｚ２ｍｘｍ
　　　　　　 　　
Ｆｘ＝Ｚｘ１ｘ１＋Ｚｘ２ｘ２＋…＋Ｚｘｍｘ










ｍ

式中系数Ｚｉｊ的决定原则如下：
１）Ｆｉ和Ｆｊ（ｉ≠ｊ，ｉ，ｊ＝１，２，…，ｘ）相互无关；
２）Ｆ１是 ｘ１，ｘ２，…，ｘｍ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

者；Ｆ２是与 Ｆ１不相关的 ｘ１，ｘ２，…，ｘｍ的全部线性组
合中方差最大者；Ｆｘ是与Ｆ１，Ｆ２，…，Ｆｘ－１都不相关的

ｘ１，ｘ２，…，ｘｍ的全部线性组合中的方差最大者。新变
量指标Ｆ１，Ｆ２，…，Ｆｘ分别称为原始变量指标的第一，
第二，…，第 ｘ主成分，其中 Ｆ１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
最大，其他依次递减。因此，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只需

挑选前几个方差最大的主成分，就可抓住问题实质，

同时又可简化变量间关系［５－６］。

２．２　聚类分析法
　　立足于数理统计学的观点，聚类分析是一种通过
数据建模简化数据的方法，把一组数据按照其自身的

内在相似程度或亲疏程度较合理的分成几类［７］。

３　结果和讨论
３．１　主成分分析
３．１．１　原始数据预处理　根据公式 Ｙｉｊ＝（ｘｉｊ－
ｘｉ）／Ｓｉ（式中：Ｙｉｊ为预处理后的数据，ｘｉｊ为原始数据，
ｘｉ为均值，Ｓｉ为标准差）。将数据标准化可以消除原
始数据之间的量纲影响，使数据具备可比性，并遵从

正态分布规律（０，１）。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分别见
表１、表２。

表１　沙棘叶微量元素的标准化值

地点 Ｃｕ Ｆｅ Ｚｎ Ｍｎ Ｍｇ Ｓｅ Ａｓ
宜君县 １．３７６ －０．７２９ －０．７４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２２６ １．２８６
黄龙县 －０．９１５ －１．０１４ ０．９５２ －０．６３４ －０．６８５ －０．０６５ －０．３９５
吴旗县 －０．９１８ －０．３９０ １．２２９ ０．４２７ １．５４７ １．５１１ －１．３６２
靖边县 ０．６３０ ０．９７７ －０．７３０ －１．２８５ －１．０５８ －０．４７３ ０．５７１
永寿县 －０．１７３ １．１５６ －０．７０７ １．３１７ ０．０８３ －１．１９９ －０．１０１

表２　沙棘叶营养成分的标准化值

地点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粗灰分 无氮浸出物

宜君县 －０．９１０ －０．０９８ －０．９４９ －１．３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３
黄龙县 －０．２２３ １．６５９ －０．０５８ １．２６１ －０．９５５ －０．８８０
吴旗县 －０．７４１ －１．０１２ １．４３８ ０．４７３ －０．５９８ －０．６９８
靖边县 １．５７６ －０．０９８ －０．８９９ －０．５９１ ０．０４８ １．６５３
永寿县 ０．２９７ －０．４５０ ０．４６７ ０．１９７ １．６４５ －０．０７８

３．１．２　主成分分析结果　微量元素相关系数的特征
值分别为３．７６１，１．５６２，１．２１５，０．４６３，对应的方差贡
献为０．５３７２５，０．７６０３６，０．９３３８９，１．０００００。第一、
二、三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９３．３８９％ ＞８０％；
因此，选取３个主成分进行评价就够了，它代表了陕

·０４１·

　　　　　　　　　　　　　　　　　　　　　　　 　　　　２０１６（１２上）：１４０－１４２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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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棘叶中微量元素含量约９３％的信息量。
微量元素数学模型关系式如下：

Ｆ１ ＝ －０．４１１ＺＣｕ －０．２６８ＺＦｅ ＋０．４８６ＺＺｎ ＋
０．１１９ＺＭｎ＋０．３７８ＺＭｇ＋０．３９８ＺＳｅ－０．４５５ＺＡｓ

Ｆ２ ＝ －０．１１ＺＣｕ ＋０．５０３ＺＦｅ －０．２０７ＺＺｎ ＋
０．６８６ＺＭｎ＋０．３３６ＺＭｇ－０．２６６ＺＳｅ－０．１９４ＺＡｓ

Ｆ３＝０．５１８ＺＣｕ－０．３４１ＺＦｅ－０．１８１ＺＺｎ＋０．３０５ＺＭｎ＋
０．４６ＺＭｇ＋０．３９６ＺＳｅ＋０．３４７ＺＡｓ

主成分得分排序为１．７１９＞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４３９＞ －１．２８２，即吴旗县沙棘叶 ＞黄龙县沙棘
叶＞永寿县沙棘叶＞宜君县沙棘叶＞靖边县沙棘叶。

营养成分相关系数的特征值分别为 ２．７４２，
１．６１１，１．０９２，对应的方差贡献为０．４５６９５，０．７２５４１，
０．９０７４４。第一、二、三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９０．７４４％＞８０％；因此，选取３个主成分进行评价就
够了，它代表了陕西沙棘叶中营养元素含量约９１％
的信息量。

营养成分数学模型关系式如下：

Ｆ１＝－０．４３１Ｚ干物质 －０．１４６Ｚ粗蛋白 －０．４２３Ｚ粗脂肪 －
０．４４８Ｚ粗纤维 ＋０．２８１Ｚ粗灰分 ＋０．５７８Ｚ无氮浸出物

Ｆ２＝０．１４２Ｚ干物质 ＋０．７１９Ｚ粗蛋白 －０．４７８Ｚ粗脂肪 ＋
０．１３４Ｚ粗纤维 －０．４６３Ｚ粗灰分 ＋０．０５４Ｚ无氮浸出物

Ｆ３＝０．６２４Ｚ干物质 ＋０．１５４Ｚ粗蛋白 ＋０．３００Ｚ粗脂肪 ＋
０．６１９Ｚ粗纤维 ＋０．３１４Ｚ粗灰分 ＋０．１２１Ｚ无氮浸出物

主成分得分排序０．６８７＞０．３４７＞－０．１１２＞ －
０．１４１＞－０．７８０，即靖边县沙棘叶＞宜君县沙棘叶＞
黄龙县沙棘叶＞永寿县沙棘叶＞吴旗县沙棘叶。
３．２　聚类分析
　　对沙棘叶微量元素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树形图，
见图１。由图１可知，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宜君县、
靖边县、永寿县沙棘叶聚为一类，黄龙县沙棘叶聚为

一类，吴旗县沙棘叶聚为一类。说明陕西沙棘叶微量

元素谱存在相似性。

图１　微量元素聚类分析树形图

　　对沙棘叶主要营养成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树
形图，见图２。由图２可知，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吴
旗县、永寿县、黄龙县沙棘叶聚为一类，宜君县沙棘叶

聚为一类，靖边县沙棘叶聚为一类，通过树形图可直

观地显示整个聚类过程。说明陕西沙棘叶营养成分

谱存在相似性。

图２　营养成分聚类分析树形图

４　讨论与小结
　　对陕西省宜君、靖边、吴旗、永寿、黄龙等５县沙
棘叶中的 Ｃｕ、Ｆｅ、Ｚｎ、Ｍｎ、Ｍｇ、Ｓｅ、Ａｓ等七种微量元
素与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粗灰分、无氮浸

出物等六种主要营养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研究，分别

获得可以揭示微量元素、营养成分分布特征的３个主
成分及相应的３个数学模型，探讨了微量元素、营养
成分种类及含量与陕西沙棘叶营养价值的密切关系；

利用主成分得分对陕西五县沙棘叶营养价值进行综

合评价，排除了主观因素的干扰，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通过聚类分析既可以将陕西五县沙棘叶很好地区分

开来，又能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

１）主成分分析获得陕西沙棘叶微量元素相关系
数的特征值分别为３．７６１，１．５６２，１．２１５，０．４６３，对应
的方差贡献为 ０．５３７２５，０．７６０３６，０．９３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０。第一、二、三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９３．３８９％＞８０％。选取３个主成分进行评价。营养
元素相关系数的特征值分别为２．７４２，１．６１１，１．０９２，
对应的方差贡献为０．４５６９５，０．７２５４１，０．９０７４４。第
一、二、三的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９０．７４４％ ＞
８０％。选取３个主成分进行评价。
　　２）由三个数学模型关系式分析微量元素分布状
况，第一主成分中，Ｚｎ、Ｓｅ、Ｍｇ上有较大的正系数，Ｚｎ
广泛分布于动物机体组织中，对动物免疫、组织细胞

结构完整、生长繁殖能力、提高动物生产能力等均具

有重要作用；Ｓｅ与免疫功能、抗氧化能力、抗癌作用
密切相关，适当增加Ｓｅ的摄入量对维持健康、预防疾
病的发生有重要意义；Ｍｇ具有多种特殊的生理功能，
能激活体内多种酶，抑制神经异常兴奋。在第二主成

分中，Ｍｎ、Ｆｅ上有大的正系数，Ｍｎ是公认的抑癌元
素，参与造血、氧化还原等过程，有促进生长发育的功

能；Ｆｅ主要构成血红蛋白，也是许多酶的组成部分，
在组织呼吸和生物氧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第三

主成分中，Ｃｕ、Ｍｇ、Ｓｅ上有大的正系数，Ｃｕ是人和动
物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与畜禽的生长性能、免疫功能

有密切的联系，缺铜对畜禽的造血功能、神经系统、骨

骼、结缔组织和被毛的生长发育等均能造成不同程度

的不良影响。

·１４１·

№．１２，２０１６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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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三个数学模型关系式分析主要营养成分分
布状况：在第一主成分中，无氮浸出物上有较大的正

系数，饲料中无氮浸出物含量高，适口性好，消化率

高，是动物能量的主要来源。在第二主成分中，粗蛋

白上有大的正系数，粗蛋白是构成细胞、血液、骨骼、

肌肉等器官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生命活动必需的基础

养分。在第三主成分中，干物质、粗纤维上有大的正

系数，干物质是衡量植物有机物积累、营养成分多少

的重要指标；粗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运动，可以一定程

度上帮助消化。

４）由主成分得分可以对陕西五县沙棘叶的营养
价值进行科学的综合评价，针对微量元素的主成分得

分排序为１．７１９＞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４３９＞
－１．２８２，即吴旗县沙棘叶 ＞黄龙县沙棘叶 ＞永寿
县沙棘叶＞宜君县沙棘叶 ＞靖边县沙棘叶。微量
元素综合评价结果最高的为吴旗县沙棘叶，最差的为

靖边县沙棘叶；针对主要营养成分的主成分得分排序

为 ０．６８７＞ ０．３４７ ＞ －０．１１２ ＞ －０．１４１ ＞
－０．７８０，即靖边县沙棘叶 ＞宜君县沙棘叶 ＞黄龙县
沙棘叶＞永寿县沙棘叶 ＞吴旗县沙棘叶。营养价值
最高的为靖边县沙棘，最差的为吴旗县沙棘叶。以上

综合评价结果客观、科学，能够为沙棘叶营养价值评

价提供客观、科学的参考依据。

５）微量元素聚类分析中宜君县、靖边县、永寿县
沙棘叶聚为一类，黄龙县沙棘叶聚为一类，吴旗县沙

棘叶聚为一类；说明陕西沙棘叶微量元素谱存在相似

性。营养成分聚类分析中吴旗县、永寿县、黄龙县沙

棘叶聚为一类，宜君县沙棘叶聚为一类，靖边县沙棘

叶聚为一类；说明陕西沙棘叶营养成分谱存在相似

性，以上分析可为进一步开展陕西沙棘叶研究提供科

学、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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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盐碱胁迫对多年生黑麦草种子　　
萌发的影响

张余莽，李　楠
（长春科技学院，长春 １３０６００）

中图分类号：Ｓ５４３．６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０３４（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４２－０２

　　吉林省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分布区之一，西部
盐碱地面积约为９６．９万ｈｍ２，其中轻度、中度和高度
盐碱地所占比例分别为 ６．２６％、４７．９０％和 ４５．
８４％［１］。研究表明，黑麦草具有一定的抗盐碱胁迫

能力，在盐碱地种植黑麦草不但可改良盐碱地，而且

可为畜禽饲养提供更多的饲草资源。目前关于黑麦

草抗盐碱胁迫的研究多为单一的盐或碱胁迫，混合盐

碱胁迫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混合盐碱胁迫对黑麦草种

子萌发影响的研究则未见报道。试验通过人工模拟

吉林省西部盐碱地土壤，研究盐碱胁迫对黑麦草种子

萌发的影响，为吉林省西部盐碱地改良及黑麦草种植

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植物种子
　　多年生黑麦草种子，购自长春绿友种子专卖店。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滤纸纸上发芽法，分别将 ＮａＣｌ、
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和 Ｎａ２ＣＯ３按照摩尔比为 １∶１∶０∶０
（混合液Ａ）、１∶９∶９∶１（混合液Ｂ）、１∶１∶１∶１（混合液 Ｃ）
和９∶１∶１∶９（混合液Ｄ）的比例配制成总盐浓度分别为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ｍｍｏｌ／Ｌ的胁迫溶液。选取５０
粒籽粒饱满的黑麦草种子，经消毒处理后均匀放置在

铺有双层滤纸的洁净培养皿中，分别用不同盐碱比例

组成的５个浓度水平混合溶液５ｍＬ进行处理，以纯
化水为对照，重复３次，每天补充水分以保持盐碱浓

·２４１·

　　　　　　　　　　　　　　　　　　　　　　　 　　　　２０１６（１２上）：１４２－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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