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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成年实生杉木青杉 ＹＸＣ３、灰杉 ＹＸＧ１ 的老叶和幼叶为试材ꎬ采用室外采集法ꎬ探讨杉木叶片生长过程中的生理特
性ꎮ 结果表明ꎬ老叶的叶面积、周长与幼叶差异均达显著水平ꎬ其中灰杉 ＹＸＧ１ 的差异较大ꎮ 青杉 ＹＸＣ３ 和灰杉 ＹＸＧ１ 幼叶
ＰＳⅡ反应中心电子传递能力、热耗散能力、ＰＳⅡ激发能捕获效率及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能转换效率均高于老叶ꎮ 老叶光泽度
低ꎬ颜色更深ꎬ且光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均大于幼叶ꎬ说明幼叶的叶绿素更易遭到强光破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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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 ｌａｍｂ) Ｈｏｏｋ.] 是我国主要的针叶林用材树种之一ꎬ其叶片坚硬ꎬ宿存

时间长、更新慢ꎬ３—４ 月抽枝生叶ꎬ新生幼叶与老叶的形态和性状不同ꎮ 叶面积、周长及叶片外部颜色是
叶片形态的基础指标ꎬ而叶片性状则直接影响植物的基本行为与基本功能 [１] ꎮ 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把无
机物变为有机物的重要途径ꎬ其能力的高低与植物生长的快慢密切相关ꎮ 叶片是高等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的主要场所ꎬ是生态系统初级生产者的能量转换器 [２] ꎮ 段爱国等 [３] 研究发现ꎬ外界环境对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会随叶龄的增大而减小ꎻ杜占池等 [４] 研究表明ꎬ壮龄叶对光的利用能力远高于幼龄叶和老龄叶ꎬ且在
光合生产中起主要作用ꎮ 叶绿素是吸收和转化光能的基础ꎬ是植物重要的生理指标ꎬ直接影响植物的光合
作用和有机物积累 [５－６] ꎬ其不仅吸收、传递光能ꎬ还具有电子递运功能ꎬ可以明显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２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地方专项(６２１３ｃ０１１１) ꎻ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学科建设基金项目(６１１２Ｃ０３００) ꎮ

第一作者简介:理挪(１９９５—) ꎬ女ꎬ硕士研究生ꎮ 研究方向:森林培育ꎮ Ｅｍａｉｌ:９８４１２３６１２＠ ｑｑ. ｃｏｍꎮ 通信作者陈宇( １９８３—) ꎬ男ꎬ研究实习
员ꎮ 研究方向:林木遗传育种ꎮ Ｅｍａｉｌ:２８８１１８５２＠ ｑｑ.ｃｏｍꎮ

 １６８

亚

热

带

农

业

研

究

第 １４ 卷

力 [７－８] ꎮ 叶绿素荧光参数是表现绿色植物光合作用与环境关系的多媒体ꎬ其在传达光合作用变化信息的
同时ꎬ更反映植物对光能的吸收、传递、耗散和分配 [１] ꎬ进一步描述植物对生态环境适应机制ꎮ

青杉和灰杉是典型的杉木树种 [９] ꎬ青杉新叶和老叶均呈青绿色或嫩绿色ꎬ对立地条件适应性强ꎻ灰杉

自然整枝不良ꎬ叶细ꎬ新叶和老叶均不同程度披有白粉ꎬ叶偏灰绿色ꎮ 目前ꎬ对杉木叶片不同叶龄相关生理
指标差异鲜有研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选取青杉 ＹＸＣ３( 尤溪林场青杉 ３ 号家系) 和灰杉 ＹＸＧ１( 尤溪林场灰杉

１ 号家系) 作为试材ꎬ探究不同叶龄叶片形态及光合色素相关特性ꎬ以期为丰富杉木叶片生理特性的研究
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来源于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国有林场杉木第 ３ 代种子园( 北纬 ２６°１５′、东经 １１８°２５′) ꎮ 试验

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ꎬ降水充沛ꎬ干、湿季分明ꎬ年均气温 １９.２ ℃ ꎮ 该种子园于 ２００６ 年定砧ꎬ

２００８ 年嫁接ꎬ平均树龄为 １２ ａꎮ 为保证杉木家系生长环境条件的一致性ꎬ随机挑选坡向一致ꎬ树高和胸径
相当且叶片健康的实生杉木青杉 ＹＸＣ３ 和灰杉 ＹＸＧ１ꎬ并在树冠中层偏下的部位各选取 ３ 个小枝的老叶和
当年生的幼叶作为测试材料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叶面积与周长的测定

１.２.２

叶色参数的测定

随机选取植株中部无明显病虫害枝条上的老叶、幼叶各 ６０ 片ꎬ重复取样 ３

次ꎮ 使用 Ｙａｘｉｎ￣１２４１ 叶面积仪测定叶片的面积和周长ꎬ每组样本重复测定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参照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０] 和白新祥等 [１１] 的方法ꎬ采用北京辰泰克 ＡＤＣＩ￣６０￣Ｃ 测色色差

计测定叶片色度ꎮ 随机选取生长状态相似的 ３ 组( 每组各 ５ 片) 老、幼叶片ꎬ记录明度参数 Ｌ、色相参数 ａ、
色相参数 ｂꎬ３ 次重复ꎬ取其平均值表示叶片色度ꎮ

１.２.３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２ 日—２４ 日取样ꎬ期间天气晴朗ꎬ选择上午 ９: ００ ~

１０: ００ꎮ 挑选同一时期生长状态相对一致的待测植株各 ３ 株ꎬ每株选取健康完整的老叶、幼叶各 ９ 个样本ꎬ
３ 次重复ꎮ 采集后立即放进遮光盒中ꎬ进行 ２０ ｍｉｎ 暗适应ꎬ并在避光环境下进行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ꎮ 采
用 Ｈａｎｄｙ ｆｌｏｕｒ ｃａｍ 荧光成像仪及 Ｆｌｏｕｒ ｃａｍ ６.０ 测定软件测定最大荧光( Ｆｍ) 、可变荧光( Ｆｖ) 、初始荧光
( Ｆｏ) 、光化学猝灭系数( Ｑｐ) 、ＰＳⅡ最大量子产率( ＱＹ) 、荧光下降比值( Ｒｆｄ) 、非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Ｎ /
ＮＰＱ) [１２] ꎮ 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３ 次ꎮ

１.２.４

光合色素含量的测定

利用浸提法 [１３] 提取叶绿素ꎬ以体积比为 １ ∶ １ 的丙酮与乙醇(９５％浓度) 混

合液为提取液ꎮ 准确称取 ５ ｍＬ 提取液置于 ＥＰ 管中ꎬ将测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老叶及幼叶剪碎ꎬ并准确
称取 ０.０５ ｇ 放入提取液中ꎬ避光放置 １２ ｈ 后ꎬ摇匀ꎬ在 ６６３、６４５ 和 ４７０ ｎｍ 波长处测定光密度ꎬ参考文献
[１] 计算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总叶绿素及类胡萝卜素含量ꎮ

１.３

统计与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ꎻ用 ＬＳＤ 法进行多重比较ꎻ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

ｃｅｌ ２００３ 作图ꎮ 平均值代表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形态及光合色素相关特性的整体状况ꎬ标准差反映其相对
变异度ꎮ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面积与周长
叶面积、叶片功效期和光合生产率决定了植物的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ꎮ 叶片从抽出伸长到全展成熟ꎬ

分为自养阶段和供给阶段 [１４] ꎮ 处于自养阶段叶片的光合产物主要用于自身生长ꎻ供给阶段的叶片达壮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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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叶面积达最大值ꎬ其光合产物大部分输往正在发
育的器官ꎮ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面积与周长见表 １ꎮ
ＹＸＣ３ 老叶和幼叶的平均面积分别为 ０. ５８ 和 ０. １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面积与周长 １)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ｆ ａｇｅｓ

叶片

周长 / ｃｍ

面积 / ｃｍ２

ｃｍ ２ ꎬ平均周长为 ４.８８ 和 １.３２ ｃｍꎻＹＸＧ１ 老叶和幼叶

ＹＸＣ３ 老叶

４.８８±０.０１ａ

０.５８±０.６９ａ

７.１４和 １.２４ ｃｍꎮ 老叶、 幼 叶 的 面 积 和 周 长 差 异 显

ＹＸＧ１ 老叶
ＹＸＧ１ 幼叶

７.１４±０.０３ａ

０.７６±０.３３ａ

的平均 面 积 分 别 为 ０. ７６ 和 ０.１１ ｃｍ ２ ꎬ 平 均 周 长 为

著ꎬ其中以 ＹＸＧ１ 的差异最大ꎮ 主要由于当年生幼
叶还处于伸长生长阶段ꎬ形态与老叶差异很大ꎮ

２.２

ＹＸＣ３ 幼叶

１)

水平ꎮ

１.３２±０.０２ｂ
１.２４±０.０３ｂ

０.１１±０.１９ｂ
０.１１±０.３７ｂ

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树种 不同叶龄间差异达 ０. ０５ 显 著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
叶绿素荧光参数 Ｆｏ、Ｆｍ 和 Ｆｖ 通常被用作评估植物 ＰＳⅡ反应中心活性ꎬ依次反映了 ＰＳⅡ反应中心完

全开放和关闭时的荧光产量以及可变荧光产量所表现出的荧光强度ꎻｑＮ / ＮＰＱ 反映了植物热耗散能力ꎬｑＰ

表示 ＰＳⅡ激发能捕获效率 [１] ꎻＦｖ / Ｆｍ 反映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能转换效率ꎬＦｖ / Ｆｏ 则用于衡量 ＰＳⅡ反应中心
的潜在活性ꎮ 不同叶龄杉木叶绿素荧光参数见图 １ꎮ ＹＸＣ３ 和 ＹＸＧ１ 老叶的 Ｆｏ、Ｆｍ、Ｆｖ、ｑＮ / ＮＰＱ、ｑＰ、Ｆｖ /

Ｆｍ、Ｆｖ / Ｆｏ 值均低于幼叶( Ｐ<０.０５) ꎬ表明不同叶龄杉木叶片的热耗散能力、ＰＳⅡ激发能捕获效率及光能转
化效率存在一定差异ꎬ说明热耗散能力会随叶龄的增加而减小ꎬ即幼叶的热耗散能力与 ＰＳⅡ激发能捕获
效率高于老叶ꎻ而幼叶 Ｆｖ / Ｆｍ 和 Ｆｖ / Ｆｏ 值大于老叶ꎬ说明 ＰＳ Ⅱ反应中心光能转换效率高于老叶ꎬ老叶
ＰＳⅡ反应中心电子传递能力低于幼叶ꎮ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处于伸长生长阶段的幼叶对光强感应更为
敏感ꎮ

Ａ.荧光产量ꎻＢ.淬灭系数ꎻＣ.光能转换效率ꎮ

２.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图１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ｆ ａｇｅｓ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叶色参数
色相、明度和纯度( 饱和度) 是植物叶色的三要素 [１５] ꎮ 本试验主要探讨叶色的明度和色相两大要素ꎮ

Ｌ 值为明度参数ꎬ表示光泽明亮度ꎻａ 值为色相参数ꎬ表示红 / 绿ꎬ数值为正值ꎬ表示红色越深ꎬ数值为负值ꎬ
表示绿色越深ꎻｂ 值为色相参数ꎬ表示黄 / 蓝ꎬ正值是黄色程度ꎬ负值是蓝色程度ꎮ 由图 ２ 可知ꎬＹＸＣ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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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ＸＧ１ 幼叶与老叶 Ｌ、ａ 和 ｂ 数值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且表现为老叶光泽度更低( 图 ２Ａ) ꎬ幼叶的颜色偏绿
( 图 ２Ｂ) 、偏黄( 图 ２Ｃ) ꎬ说明新生幼叶在伸长生长阶段叶片颜色较老叶浅ꎮ

Ａ.明度参数 ＬꎻＢ.色相参数 ａꎻＣ.色相参数 ｂ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２.４

图２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叶色参数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ｆ ａｇｅｓ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光合色素含量
植物叶片光合速率主要由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决定ꎮ 叶绿素 ａ 是主要色素ꎬ大部分用于吸收光

能ꎻ叶绿素 ｂ 是辅助色素ꎬ主要将吸收的光能传递给可转化光能的小部分叶绿素 ａꎻ类胡萝卜素则吸收和
传递光能以阻止强光对叶绿素的破坏 [１６] ꎮ 不同叶龄杉木光合色素含量见表 ２ꎮ ＹＸＣ３ 和 ＹＸＧ１ 老叶的叶
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总叶绿素含量及叶绿素 ａ / ｂ 均显著大于幼叶ꎬ其中以类胡萝卜素的差异最
为显著ꎬ叶绿素 ｂ 的差异相对较小ꎮ 说明老叶的光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大于幼叶ꎬ且叶芽的叶绿素更易遭
到强光的破坏ꎮ

表２
叶片

ｗ 叶绿素ａ / ( ｇｋｇ )

ＹＸＣ３ 幼叶

ＹＸＧ１ 幼叶

ＹＸＣ３ 老叶
ＹＸＧ１ 老叶
１)

３

Ｔａｂｌｅ ２

不同叶龄杉木叶片叶绿素含量 １)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ｆ ａｇｅｓ

ｗ 叶绿素ｂ / ( ｇｋｇ －１ )

ｗ 类胡萝卜素 / ( ｇｋｇ －１ )

ｗ 总叶绿素 / ( ｇｋｇ －１ )

叶绿素 ａ / ｂ

０.３０±０.１０ｂ

０.１９±０.０５ｂ

０.３９±０.３０ｂ

０.５０±０.１５ｂ

１.５６±０.０４ｂ

０.２２±０.１８ｂ

０.２１±０.０７ｂ

０.２４±０.６３ｂ

０.３７±０.２４ｂ

１.４１±０.０２ｂ

－１

０.８２±０.０３ａ
０.８４±０.２４ａ

０.３９±０.１４ａ
０.３９±０.２４ａ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树种不同叶龄间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ꎮ

１.５８±０.７５ａ
１.４１±０.４２ａ

１.２２±０.４８ａ
１.２５±０.３４ａ

２.１１±０.１８ａ
２.０５±０.０３ａ

讨论与结论
叶片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的主要场所 [１] ꎬ不同叶龄叶片的形态和光合作用能力

及负反馈机制的稳定性不同ꎮ 叶绿素含量及荧光参数反映了植物叶片的形态及颜色ꎮ 本研究表明ꎬ杉木
叶龄越大ꎬ叶片面积与周长越大ꎻＦｏ、Ｆｍ、Ｆｖ、Ｆｖ / Ｆｍ、Ｆｖ / Ｆｏ、ｑＮ / ＮＰＱ、ｑＰ 值越小ꎻ叶片光泽度越低ꎬ颜色越
深ꎻ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及总叶绿素含量越高ꎬ叶绿素 ａ / ｂ 越大ꎮ

植物叶片通过改变光合色素含量、自身物理形态及其他生理生态特性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 [１６] ꎬ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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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叶片形态及叶龄是否是影响光合作用的直接因素ꎬ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理论支持ꎮ 本研究表明ꎬ杉木幼叶
ＰＳⅡ反应中心电子传递能力、热耗散能力、ＰＳⅡ激发能捕获效率及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能转换效率均高于老
叶ꎮ 这与文献[１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老叶的光泽度低ꎬ颜色更深ꎬ光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大于幼叶ꎬ说明
叶芽的叶绿素更易遭到强光的破坏ꎬ这与 Ｂａｒ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１８] 对植物类胡萝卜素的研究相似ꎮ 杉木叶龄越大光
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越强ꎬ受光抑制的程度越低ꎬ热耗散机制启动得越晚ꎬ这与段爱国等 [３] 对华山松不同
叶龄叶绿素荧光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这可能与老叶面积大、颜色深ꎬ叶绿素和类胡萝卜含量
高ꎬ光合作用和抵御强光伤害的能力更强有关ꎮ 且幼叶发育尚未成熟ꎬ强光锻炼不足ꎬ其自身物质与能量
的流动状态不能完全应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ꎬ说明叶片在初期发育生长状态下ꎬ不利于光合能力的充分
发挥 [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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