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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质对杉木幼苗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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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永州 425000；4. 林木逆境生理生态及分子生物学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2；5. 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南平 353200)
摘 要：为探明 4 种光质处理对杉木幼苗的光合参数的影响，以 1 年生的优良无性系 020 扦插苗为试验材料，
设置 4 种光质，8 个梯度的光强；通过室内光质培育，研究杉木幼苗的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胞间 CO2
浓度（Ci）、蒸腾速率（Tr）
、水分利用效率（CWUE）等参数，并对各种光质与光强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建立拟合模
型。结果表明，在弱光环境下，蓝光和红:蓝(1:1)对杉木幼苗的光合参数的影响显著，而在强光下，红光的作用显
著。红光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水分利用效率（CWUE）等方面与其他光质处理有
差异，而在胞间 CO2 浓度（Ci）、蒸腾速率（Tr）方面虽然略低于蓝光，但蓝光、红光和红:蓝(1:1)3 种光质处理结
果的差异性不显著。在光强与光质的拟合方面，气孔导度（Gs）、胞间 CO2 浓度（Ci）和蒸腾速率（Tr）的拟合性
较好。因此，一定程度上的红:蓝(1:1)光对杉木的光合参数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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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response of photosynthesis of fir seedlings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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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4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on the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one-year-old superior clone 020 cutting seedling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4
light qualities, 8 gradient light intensities were set; through the indoor light quality cultivation,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transpiration rate (Tr), water use efficiency (CWUE)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were studied, and fitting analysis on light-intensity
data was performed to establish a fit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low light conditions, blue light and
red: blue (1:1)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while under strong
light, red light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CWUE)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under red light treatment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but the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and transpiration rate (Tr)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ose under the
blue light,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blue light, red light and red: blue (1:1)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fit between light intensity and light quality,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and transpiration rate (Tr) fitted better.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red: blue (1:1) light
can promote the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Chinese fir.
Key words: Cunninghai lanceolata(lamb.) Hook; light quality; light strength; ligh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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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环境会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重要影响，
而外界环境又以自然光为重要影响因子[1]，自然光
中，光质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作用，也会对
植物的光合过程产生影响，还可以调节植物的气孔
运动，控制水汽的输送[2]，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
用和蒸腾作用，因此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太阳辐射
同样作为外界环境因子之一，也是植物生长发育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植物所吸收太阳辐射基本
上都是集中于蓝光区(425 ~ 490 nm )和红光区(600
~ 700 nm )[3]。目前，杉木光合作用的各方面相关研
究已逐渐展开。Ramalho 等[4]研究认为叶片中的叶
绿体可以感受到所接受到光质的不同，从而对植物
叶片的气孔进行调节[1, 5]。有研究报道，蓝光可以引
起气孔的开放，提高叶片的气孔密度，増加了胞间
CO2 浓度，而 Talbott[6]和 Kinoshita[7]等研究得出在
绿光转换成蓝光的过程中，蚕豆表面的气孔逐渐增
大，而红光对植物气孔的调节不同于蓝光[8]。植物
在不同光质处理下，其反应不一致。有研究表明[9]，
蓝光对植物的生长以及生理生化特征产生重要影
响，相较于其他光质而言，蓝光和红光易被植物吸
收。大量研究发现[10]，红光、蓝光和红:蓝(1:1)混合
光均可对植物的生长产生作用。有研究发现，红光
对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红光
有利于植物体内叶绿素的形成，同时也有利于叶片
表皮气孔的打开[11]。对植物来说，光照度即光合量
子通量密度，通常认为是光照强度，是影响植光环
境调控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物光合作用的重要参
数之一。吴晓颖等[12]研究发现：随着光强降低，叶
长、叶宽、叶面积及比叶面积显著增加，单叶干重
和比叶重显著降低，植株干物质积累量显著降低。
随光强降低，最大净光合速率(Pn)、光饱和点(LSP)、
光补偿点(LCP)和暗呼吸速率(Ra)降低。低光照强度
的叶片叶绿素含量低于中、高光照强度处理。龚洪
恩等[13]针对不同 LED 光强对油茶苗的生理生化现
象进行研究，得出与其他处理相比，250 μmol·m-2·s-1
处理更利于提高长林 4 号油茶苗各项生理生化指
标，是培育油茶苗较为理想的光强。
光响应曲线是植物在不同光强下光合作用的集
中体现，利用植物的光响应曲线可以得出光补偿点
(LCP)、光饱和点(LSP)、最大净光合速率(Pn max)和
暗呼吸速率(Rd)等参数[14]，利用这些参数可以研究
植物的生长。目前对光响应曲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越橘[15]、辣椒[16]、烟草[17]等植物，虽然汪凤林等[18]
对杉木幼苗的光响应做出研究，但是只对单色光下
杉木的光合作用进行分析，并未涉及混合光，也未

对不同光质下杉木幼苗光合参数的变化进行拟合，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光质对光响应曲线的拟合曲
线。杉木树种是目前遍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主要速
生乔木树种之一，在我国森林自然环境系统中占据
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杉木因为具有生长快、材料优
等的特点，在南方 16 个省市中广泛栽培[19]。光质
对杉木影响的研究逐渐成熟，但是由于试验条件和
试验材料的不一致，试验结果难以统一，甚至相反。
光强对于杉木幼苗的光合特征只是基础研究，还缺
少对光强对光合参数的影响进行拟合。本研究以白
光(W)为对照，通过测定白、红、蓝和红/蓝(1/1) 4
种光质下 1 年生杉木幼苗在不同光强梯度下的光合
特征等参数，研究不同光质处理下杉木幼苗的光合
特征，并进行拟合，以期为室内育苗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及设计
试验于 2020 年 3 月开始进行，以 1 年生的优良
无性系 020 扦插苗为试验材料，杉木幼苗由福建省
洋口国有林场提供。去掉杉木的分枝，然后将幼苗
移植到直径 36 cm，高 25 cm，四周涂成红色的塑料
桶内(V= 6 L)，培养的基质包含以泥炭、松树皮为主
的有机质和以珍珠岩、砂等为主的无机质，基本理
化性质为：容重，0.27 g·cm-3；总孔隙度，20%；含
水率，35.2%；pH 4.95；全 N，14.8 g·kg-1；有效磷，
102.2 mg·kg-1；速效钾，136.6 mg·kg-1。每桶定植 1
株。在移栽后将所有植株放入福建农林大学田间试
验基地温室内。地处东经 120°23′，北纬 27°30′， 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20 ~ 25 ℃，年平
均降雨在 1 000 ~2 000 mm 之间，期间对苗木进行
精细化管理，保持土壤的湿度，每天傍晚 7:00 进行
人工降水处理，期间防止杉木幼苗受到病虫害影响。

Table 1

表 1 试验设计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光质

配比

白光（W）

CK

红光（R）

1:0

蓝光（B）

0:1

红:蓝（R:B）

1:1

杉木幼苗培育 4 周后，挑选健壮且差异较小的
植株进行不同的密闭空间处理，将杉木幼苗放入钢
制培养架上，光源位于顶部，培养架外层用黑色遮
光布遮挡，能够有效避免散射光。试验采用不同比
例的红（400 ~ 450 nm）、蓝（600 ~ 650 nm）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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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灯数量的组合，共有白光（W）
、红光（R）
、
蓝光（B）
、红:蓝=1:1（1R1B）4 个光质处理（参考
表 1）
，其中将白光（W）作为对照处理，光照时长
昼夜等长（昼:夜=12 h/12 h）
，环境条件控制在光强
-2·s-1，温度保持在 28 ℃左
保持 100 ~ 110 μmol·m
右，湿度保持在 65%左右。每个处理共有 3 盆植株，
共计 3 次重复，合计 12 盆植株。试验时间在 2020
年 4 月至 10 月。
1.2 测定方法
1.2.1 光合气体交换参数的测定 当杉木进行光质
处理 30 d 时，
自上而下选择植物的第一片成熟叶子，
采用 Li6400-XT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将光质设置为
白、红、蓝和红:蓝(1:1) 4 种处理，在光强为 2 000、
1 500、1 000、500、200、150、120 和 100 μmol·m-2·s-1
8 个不同梯度里测光合速率（Pn）
，蒸腾速率（Tr）
，
，胞间 CO2 浓度（Ci）指标，并计算
气孔导度（Gs）
水分利用效率(CWUE)，每隔 5 s 测量 1 次，重复测量
3 次，并做好记录。
1.2.2 光合色素的测定 挑选同一采样时间，选取
12 株健康的杉木，将新叶上的灰尘擦洗干净，每 3
株新叶为一个光质处理，每个处理共 3 个重复。 测
定杉木叶片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类胡萝卜素等。
用酶标仪分别测定 663、
645 和 470 nm 下的吸光度
值并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叶绿素 a、叶绿素 b、类
胡萝卜素值。
1.3 数据处理
研
水分利用效率(CWUE)采用 CWUE =Pn/Tr 计算，
究数据利用 SPSS26.0 软件进行整合和处理，并利用
Origin9.0 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光合速率的光响应曲线
由图 1 可知，随着光强的增强，不同的光质对
于杉木幼苗的 Pn 会产生不同影响，8 个光强梯度下
Table 2
光质
白光（W）
红光（R）
蓝光（B）
红光:蓝光（R:B）

大

学

学

2022 年

报

的杉木幼苗的 Pn 的反应并不相同，
除红:蓝(1:1)光外，
其他单质光处理均在一定的光强下呈现下降趋势。
当光强小于 200 μmol·m-2·s-1 时，4 种光质处理
下的杉木幼苗 Pn 呈现出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较
快，而在光强大于 200 μmol·m-2·s-1 时，呈现出稳定
态势。在弱光强环境下，蓝光和红:蓝(1:1)光对杉木
幼苗的 Pn 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光强的
持续增强，红光和红:蓝(1:1)光的作用持续上升，而
白光和蓝光处理下的杉木幼苗 Pn 达到了光饱和，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且与红光和红:蓝(1:1)
光的差异性显著（P < 0.05）。总体而言，弱光环境
下，杉木幼苗 Pn 的规律呈现出“红:蓝(1:1)>蓝光>
白光>红光”
，而在强光环境下，杉木幼苗 Pn 的规律
呈现出“红光>红:蓝(1:1)>蓝光>白光”的规律。

Figure 1

图 1 不同光质光合速率的光响应曲线
The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the photosynthesis rates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由表 2 可知，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Pn
（净光合速率）与光强的数据进行拟合后，其杉木
幼苗的 Pn（净光合速率）与光强满足方程 Pn =b0 +
b1 X + b2 X 2 + b3 X 3(其中，b0、b1、b2 和 b3 为常数)
函数关系，特别是白光和红:蓝(1:1)的 R2 > 0.80。结
果表明 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Pn（净光合速
率）与光强的相关性较强，其中白光和红:蓝(1:1)
的拟合程度优于其他光质。

表 2 不同光质处理的净光合速率与光强的回归方程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Pn and light strength for different photoplastic treatments
方程
R2
Pn = 0.22 + 0.001x + 0.000 2x2 + 0.000 03x3
Pn =﹣1.485 + 0.019x﹣0.000 192 94x2 + 0.000 000 05x3
Pn = 0.753 + 0.030 041 01x﹣0.000 002 607x2 + 0.000 000 07x3
Pn = 1.431 + 0.01x﹣0.000 009 942x2 + 0.000 000 004x3

2.2 气孔导度的光响应曲线
植物叶片的气孔是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的物质
输送渠道，不同强度的光质和光强会对植物叶片的
气孔产生影响。由图 2 可知，8 个光强梯度下的杉

0.980
0.819
0.815
0.987

P
0.005
0.058
0.060
0.000

木幼苗 Gs 的反应与杉木幼苗 Pn 的变化并不一致。
无论是在强光强环境下或者弱光强环境下，杉木幼
苗 Gs 均表现为红光处理下最强，白光处理下最弱，
具体规律为“红光>红:蓝(1:1)>蓝光>白光”
，且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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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光质处理的差异性较为显著（P < 0.05）
。随
着光强的不断增强，除红光和白光处理外，其他光
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 Gs 均保持持续增长。总体而
言，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 Gs 都呈现不同程度
的增长趋势。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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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光质气孔导度的光响应曲线
The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the pore conductivity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表 3 显示，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G（气
s
Table 3
光质
白光（W）
红光（R）
蓝光（B）
红光:蓝光（R:B）

孔导度）与光强的数据进行拟合后，其杉木幼苗的
Gs（气孔导度）与光强满足方程 Gs = b0 + b1 X + b2 X 2 +
b3 X 3 (其中 b0、b1、b2 和 b3 为常数)函数关系，且 R2 >
0.90。 结果表明 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Gs
（气孔导度）与光强的相关性较强。
2.3 胞间 CO2 浓度的光响应曲线
总体而言，随着光强增强，各种光质处理对杉
木幼苗的 Ci 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即使在同一种光
质处理下，Ci 反应也并不一致。由图 3 可知，当光
强小于 200 μmol·m-2·s-1，光质与杉木幼苗的 Ci 呈现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规律为:红:蓝(1:1)>蓝光>白
光>红光。当光强为 500 μmol·m-2·s-1 时，混合光质对
与杉木幼苗的 Ci 相较于其他光质而言，处于较高水
平，但差异并不显著。当光强达到峰值时，各种光
质处理下杉木幼苗的 Ci 具体规律为“红光>白光>红:
蓝(1:1)>蓝光”
。当光强处于中等光强范围内,光质对
杉木幼苗的 Ci 的变化并不明显，蓝光对杉木幼苗 Ci
的影响呈现波动变化，而红:蓝(1:1)则呈现下降趋势。

表 3 不同光质处理的气孔导度与光强的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Gs and light strength for different photoplasty treatments
方程
Gs = 0.07 + 0.000 007 479x + 0.000 000 12x2 + 0.000 000 01x3
Gs = 0.025 + 0.000 007 90x﹣0.000 000 6x2 + 0.000 000 01x3
Gs = 0.015﹣0.000 008 8x﹣0.000 000 003x2 + 0.000 000 01x3
Gs = 0.018+0.000 005 25x﹣0.000 000 02x2 + 0.000 000 001x3

图 3 不同光质的胞间 CO2 浓度光响应曲线
Figure 3 The CO2 concentration light response curves between cells with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根据表 4 得知，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Ci（胞间 CO2 浓度）与光强的数据进行拟合后，其
杉木幼苗的 Ci（胞间 CO2 浓度）与光强满足方程
Ci = b0 + b1 X + b2 X 2 + b3X 3 (其中 b0、b1、b2 和 b3
为常数)函数关系，且 R2 > 0.90，结果表明 4 种光质
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Ci（胞间 CO2 浓度）与光强的
相关性较强。

R2

P

0.947
0.968
0.999
0.964

0.050
0.002
0.000
0.002

2.4 蒸腾速率的光响应曲线
由图 4 可知，无论是同一光质不同光强、同一
光强不同光质，杉木幼苗的 Tr 反应均不一致，当光
强小于 200 μmol·m-2·s-1，光质与杉木幼苗的 Tr 呈现
出正相关关系，随着光强的增强，各个光质处理下
杉木幼苗的 Tr 的上升速度较快，相较于 CK 而言，
蓝光、红:蓝(1:1)上升趋势较大，红光的上升速度较
为平缓，红光处理与其他光质处理呈现出显著性差
异，Tr 的规律具体表现为蓝光>红:蓝(1:1)>白光>红
光。随着光强的不断增强，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
苗的 Tr 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长幅度并不一致。
当光强达到最大时，Tr 呈现出“红:蓝(1:1)>蓝光>红
光>白光”的规律，红:蓝(1:1)处理下杉木幼苗的 Tr
上升幅度最大。除红光外，其余 3 种光质处理下杉
木幼苗的 Tr 的差异性不显著。当光强处于中等光强
范围内，光质对杉木幼苗的 Tr 具有促进作用。其中
白光、
红光在整个光强中均保持上升，
而蓝光在 1 000
-2·s-1 时 出 现 下 降 ， 红 : 蓝 (1:1) 在 1 500
μmol·m
μmol·m-2·s-1 时出现下降，在此期间，红光下的杉木
幼苗叶片的 Tr 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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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光质处理的胞间 CO2 浓度与光强的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Ci and light strength for different photoplasty treatments
方程

光质

R2

P

白光（W）

Ci = 0.07 + 0.000 007 479x + 0.000 000 12x2 + 0.000 000 01x3

0.947

0.050

红光（R）

Ci = 0.025 + 0.000 007 90x﹣0.000 000 6x2 + 0.000 000 01x3

0.968

0.002

蓝光（B）

Ci = 0.015﹣0.000 008 8x﹣0.000 000 003x2 + 0.000 000 01x3

0.999

0.000

Ci = 0.018 + 0.000 005 2x﹣0.000 000

0.964

0.002

红光:蓝光（R:B）

Figure 4

图 4 不同光质蒸腾速率的光响应曲线
The vapor rate light response curves fo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根据表 5 得知，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Tr（蒸腾速率）与光强的数据进行拟合后，其杉木
幼苗的 Tr（蒸腾速率）与光强满足方程 Tr= b0 + b1 X
+ b2 X 2 + b3 X 3 (其中 b0、b1、b2 和 b3 为常数)函数关
系，且 R2 > 0.90，结果表明 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
Table 5
光质
白光（W）
红光（R）
蓝光（B）
红光:蓝光（R:B）

02x2 +

0.000 000

001x3

幼苗的 Tr（蒸腾速率）与光强的相关性较强。
2.5 水分利用效率的光响应曲线
光质对杉木幼苗的 Pn、Tr 产生影响，进而对杉
木幼苗的水分利用效率(CWUE)产生作用。总体而言，
随着光强的增大，杉木幼苗的 CWUE 上升趋势逐渐
稳定，但在同一光强下，各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
苗 的 CWUE 的 反 应 并 不 一 致 。 当 光 强 小 于 200
μmol·m-2·s-1，白光、红:蓝(1:1)都保持上升的趋势，
但红光、蓝光下的幼苗 CWUE 并不稳定。当光强大
于 1 500 μmol·m-2·s-1，光质下对杉木幼苗的 CWUE
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蓝光的促进作用最大，CK 与
红光的促进作用最小。当光强达到峰值时,红光对杉
木幼苗的 CWUE 作用相较于其他光质而言较小。当
光强处于中等范围内，除蓝光外，其他光质对杉木
幼苗的 CWUE 具有稳定作用，呈现出蓝光>CK>红:
蓝(1:1)>红光的规律（图 5）。

表 5 不同光质处理的蒸腾速率与光强的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Tr and light intensity fo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方程
Tr = 0.156 + 0.000 671 1x + 0.000 000 004 9x2 + 0.000 000 01x3
Tr = 0.474 + 0.003 352 67x﹣0.000 000 245x2 + 0.000 000 01x3
Tr = 0.352 + 0.000 113 09x + 0.000 000 003x2 + 0.000 000 01x3
Tr = 0.425 + 0.002 705 8x﹣0.000 000 076x2 + 0.000 000 001x3

图 5 不同光质水分利用效率的光响应曲线
Figure 5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根据表 6 得知，4 种光质处理下的杉木幼苗的

R2
0.977
0.992
0.999
0.986

P
0.001
0.000
0.000
0.000

CWUE 与光强的数据进行拟合后，其杉木幼苗的
CWUE（水分利用效率）与光强满足方程 CWUE = b0 +
b1X + b2 X 2 + b3X 3 (其中 b0、b1、b2 和 b3 为常数)函
数关系，且 R2 > 0.75，结果表明 4 种光质处理下的
杉木幼苗的 CWUE 与光强的相关性较强，其中红光
和红:蓝(1:1)的拟合程度优于其他光质处理。
2.6 不同光质对杉木幼苗光合色素的影响
叶绿体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研究
植物的光合色素，可以对植物的捕光能力进行判断，
从而了解植物的光合作用。由图 6 可知，光质处理
对杉木叶片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R 处理下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 a/b、叶绿
素和类胡萝卜素相较于 CK 而言，分别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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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3.01%、5.36%、4.7%和 6.46%。B 处理和
R:B 处理下的杉木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
素，与 CK 相比，均没有显著的差异性（P < 0.05）
。
其中，两种处理下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和
类胡萝卜素与 CK 相比，分别增长了 11.39%、
17.86%、13.65%、7.77%和 1.15%、5.42%、2.64%、
Table 6
光质

3.74%。但是在叶绿素 a/b 方面，B 处理和 R:B 处理
下的叶绿素 a/b 呈现出下降趋势，相较于 CK 而言，
分别降低了 4.65%和 4.47%。虽然光质处理对杉木
幼苗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5）
。

表 6 不同光质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与光强的回归方程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CWUE and light strength for different photosynthetic treatments
方程
R2

P

白光（W）

CWUE = 1.039 + 0.132 632 26x﹣0.000 014

04x3

0.818

0.058

红光（R）

CWUE = 2.069 + 0.002 328 6x﹣0.000 004 13x2﹣0.000 000 041x3

0.865

0.032

蓝光（B）

CWUE =﹣2.258 + 0.032 405 7x﹣0.000 033

0.776

0.087

0.884

0.024

红光:蓝光（R:B）

06x2 +
1x2 +

0.000 000
0.000 000

09x3

CWUE = 5.336﹣0.013 891x + 0.000 001 32x2 + 0.000 000 001x3

图 6 不同光质处理下杉木幼苗光合色素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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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Pn 与植物的光合作用密切联系，Pn 越大，植物
拥有越多的营养物质[20]。本研究结果为杉木幼苗的
Pn、Gs 和 CWUE 三者与光强呈现正相关关系，此结
果与 Wu 等[21]研究结果一致。而杉木幼苗的 Ci 在
不同光强下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光质对杉
木幼苗的 Ci 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作用。研究发现，
不同光照强度对杉木幼苗叶片的 Pn 产生不同影响，
光照强度增强，光合速率上升，植物合成的营养物
质增加。针对光质对杉木幼苗 Pn 的影响可以得出,
当光强 ≤ 200 μmol·m-2·s-1，杉木幼苗的 Pn 呈现正相
关关系，红:蓝(1:1)处理下杉木幼苗的 Pn 在低光强
中处于较高位置，说明在低光强下，红:蓝(1:1)度杉
木光合作用具有促进作用。此结果与周锦业[22]对杉
木的组培的研究结论不相同，可见不同研究对象光
强处理的 Pn 含量的反应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与光质
的实现条件不同有关。当光处于强光范围内，单质
光对于杉木幼苗的 Pn 具有稳定作用，可能是在红光
和白光两种光质影响下，随着光强的增强，杉木幼

苗出现光抑制[23]。而蓝光、红:蓝(1:1)下杉木幼苗叶
片的 Pn 处于较高的含量,即在强光强下，蓝光、混
合光能够促进杉木光合作用的进行，有助于杉木营
养物质的积累。但此文的结果与刘晓英[24]研究结果
不一致，故蓝光处理对于杉木幼苗的影响还未形成
统一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光强处于中等光强
之间，红:蓝(1:1)处理杉木幼苗的 Pn 与其他光质处
理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红:蓝(1:1)对杉木幼苗叶片
光合作用具有促进作用。Gs 是植物气孔张开的指
标，表示单位面积的叶片在单位时间内所蒸发的水
汽含量[25]，植物的 Gs 影响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光合作
用。植物的 Gs 与光质、光强有密切联系。Frechilla
等 [26] 研究表明蓝光对植物气孔的舒张程度具有促
进作用，当光强小于 200 μmol·m-2·s-1，光质对杉木
幼苗的 Gs 具有抑制作用，无论是单质光，还是混合
光，弱光强下杉木幼苗的 Gs 持续下降，而光强处于
其他范围时，杉木幼苗的 Gs 趋于稳定，即气体交换
稳定，有利于植物光合作用的进行。其中蓝、白光
下的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与刘晓英[24]的研究结果一
致。有研究表明，当光强上升时，空气中的相对湿
度较低，此时引起叶片温度和蒸腾速率的上升，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但是由于温度过高，植物叶片受
到了水分胁迫，诱导植物叶片气孔关闭[27]。而在此
文中，杉木幼苗的 Gs 随着光强的增强保持稳定的趋
势，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前者是以厚叶木莲为试验材
料，而此文是以杉木幼苗为试验对象，两种试验材
料的差异性所导致试验结果存在不一致。
光强增加，Ci 降低，表明光强增加可以显著刺
激 CO2 的吸收，光强降低导致植株对 CO2 的吸收也
减少，此结果与李勇等[28]的研究结果相同。CO2 是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首要因素，杉木幼苗的 Ci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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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响 Pn 的大小，两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17]。本研
究中，红光、蓝光、红:蓝(1:1)在弱光强下(≤200
μmol·m-2·s-1)下与 CK 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对杉木幼
苗的 Ci 具有促进作用，而 CK 却抑制杉木幼苗的
Ci，这与 Zhang 等[29]的研究差异较大，原因可能是
因为叶片的 Ci 受到其他环境因子的影响，所以针对
光质影响杉木幼苗的 Ci 的研究结果还有待商榷。蒸
腾速率是指植物在一定时间内单位叶面积蒸腾的水
量，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樊小雪等[30]
研究发现蓝光对植物的蒸腾速率具有促进作用，在
弱光强下(≤ 200 μmol·m-2·s-1)，4 种光质处理下的
且增长幅度较快。
杉木幼苗的 Tr 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在强光强下(≥ 1 500 μmol·m-2·s-1)，除白光外，其
他光质下的杉木幼苗的 Tr 增长速度放缓，表明随着
Gs 的稳定，植物的 Tr 也随之趋于稳定。当光强处于
中等范围时，蓝光、白光、红:蓝(1:1)下 Tr 均与红光
下杉木幼苗的 Tr 有显著性差异，表明红光对植物光
合作用产生作用较小。植物的蒸腾速率(Tr)、气孔导
度(Gs)和光合速率（Pn）有着密切联系，此结果与
张丽[31]的研究结果相同，表明植物的蒸腾速率(Tr)
随着光强的增加而上升。
CWUE 作为外界环境适应性指标之一，是植物适
应能力的表现。CWUE 越高，植物对外界环境的适应
力越强。本研究结果表明，当光强处于弱光程度时，
红光处理下杉木幼苗的 CWUE 相较于其他光质而言，
处于较高水平，证明在弱光情况下，红光能提高杉
木幼苗的适应能力，此结果与周锦业[22]对杉木组培
研究结果相同，但是与曹刚等[32]针对黄瓜幼苗的研
究结果有较大差异，原因可能是试验中设置的光强
不一致。本研究发现红光对杉木幼苗的 CWUE 在各
个光强中处于较高位置，特别是在强光强下，杉木
幼苗的 CWUE 与 Pn 具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两者具有
相互促进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植物的 CWUE 不同程
度上也与 Ci、Gs 有关，本研究中光质对杉木幼苗在
8 个梯度的光强下的光合参数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
为以后室内育苗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
的红:蓝(1:1)光对杉木的光合参数有促进作用。
杉木利用光能，使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并
释放氧气，绝大多数生物依靠光合作用所提供的物
质和能量而生存。在可见光中，红光和橙光最容易
被植物吸收，而绿光则最不容易被吸收。植物体内的
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一般认为蓝紫光对于植物体内叶绿素含量具有
促进作用，而植物受红光的影响较小。本研究中红光
和红蓝光处理下的叶绿素含量较低的原因可能是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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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受到红光的抑制。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在光合作用
过程中主要承担吸收和传递光能的作用[33]。有研究发
现，黄瓜幼苗在红光、蓝光处理下的叶绿素与其他
光质处理的结果有显著差异，而类胡萝卜素主要受
到蓝紫光的影响[34]；通过对菊花[35]和“夏黑”葡萄[36]
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进行分析，得出红光能提高植
物体内叶绿素含量[37]，与本文结果一致。张瑞华[38]
以生姜作为试验对象，将生姜进行不同光质处理，
得出蓝光处理下的叶绿素高于红光处理。本研究中，
白光处理使得杉木光合色素的含量最高，红/蓝(1/1)
处理最低的结论相反，原因可能是因为试验材料不
同，导致试验材料的反应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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