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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叶片 SPAD、叶绿素含量和比叶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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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金桂(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和四季桂(O.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叶片的比叶重、叶绿素含量、
叶片 SPAD 值以及养分含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SPAD 值与叶绿素含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金桂叶片叶绿素 a/b
值低于四季桂，其他指标均高于四季桂；不同植株四季桂叶片的各指标含量均无显著差异（P＞0.05），而金桂叶片
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总量（a+b）、类胡萝卜素含量在不同植株间差异显著（P＜0.05）；四季桂（16.32 cm2）
的叶面积要小于金桂（35.37 cm2），而四季桂的比叶重却略大于金桂，比叶重均值分别为 18.53 和 16.62 mg·cm-2；
四季桂和金桂叶片均偏酸性；四季桂叶片磷含量、镁含量均高于金桂，钙含量、钾含量分别小于金桂；叶片叶绿素
总含量与 SPAD 值呈显著相关。在城市热岛现象突出的情况下，金桂的叶面积大，适应强光能力强，更适合在城市
绿化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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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SPAD, chlorophyll and LMA in Osmanthus fragrans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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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f mass per unit area(LMA), chlorophyll content, leaf SPAD value and the nutrient content of
Osmamthus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and Osmanthus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leaves were studied, and the correlation of SPAD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chlorophyll a / b in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was lower than that in O.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leaves, but other indicators were
higher; each index in leaves of O.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plant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while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total chlorophyll (a + b) and carotenoid content in leaves of different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pla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leaf area of O.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16.32 cm2) is less than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35.37cm2), but the LMA was on the contrary. The
leaves are partial to the acidity with pH 5- pH 6; the P and Mg contents in O.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leav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leaves, while the calcium and potassium contents were on the
contrary. The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SPA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heat island was prominent, and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has big leaf areas and strong adaptation to
light, which is more suitable to popularize in urban greening.
Key words: Osmanthus fragrans ; SPAD; LMA ; chlorophyll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如城市热岛效应、有害气体、噪声等，严重损害了
人类的健康。为了缓解当前环境对人类的巨大压力，
植物改善环境的作用被置于了特殊的重要位置。只
有运用科学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植物净化环境

的功能，才能最充分地利用植物改善环境，
“树种选
择”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叶绿素是叶绿体中的主要色素，其含量直接反
映了植物营养状况，定量计算叶绿素含量可反映植
物与环境之间关系。叶片叶绿素含量的消长规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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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叶片生理活性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与叶片光
合机能大小有密切关系, 了解和掌握叶片的叶绿素
含量变化规律及其与光合速率（Pn）的关系是提高
植物产量的理论基础。城市化过程的加剧促使城市
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生改变，造成城市土壤物理退化
现象明显，城市光照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着植
物叶片的形态结构、气孔导度、叶绿素的含量及其
他与光合作用相关的进程，使叶片的结构、生理特
性如光合能力等发生变化[1]。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也
会对光合羧化酶活性、气孔导度等产生影响。叶片
通过改变形态、光合色素含量及其他生理生态特性
以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2]。长期在弱光条件下生长
的叶片会提高体内的叶绿素含量以便充分利用光能
进行生长；而强光照条件下，叶片会提高类胡萝卜
素的含量以避免强光伤害[3]。叶绿素仪（SPAD-502
日本 Minolta）作为一种测量叶片叶绿素含量的仪器,
具有快速、准确、简便的特点。目前，叶绿素仪主
要在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上应用较多，木本植
物相对较少。
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叶面积的大
小影响着植物光合产物的积累。比叶重是指单位面
积叶片的烘干重，它反映了植物的光合碳同化能力。
多数情况下，LMA 随光强的增加而增大，光照条件
好，叶片的光合速率高，碳同化积累的有机物较多，
叶片密度也会变大，因此, 很多研究表明，LMA 与
叶片的光合能力呈正相关。
桂花是合肥市的市花，本研究对合肥市的 2 个
桂花品种（金桂和四季桂）叶片比叶重、叶绿素及
养分含量特征进行测定分析，将对城市绿化树种选
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及现实意义，从而为实
现生态安全的城市人居环境奠定基础[4-8]。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本研究选取合肥市安徽农业大学校园内全光环
境下的 2 种桂花品种——金桂和四季桂为研究对
象，对其正常生长的老叶进行测定研究。试验时间
为 2012 年 3 月。
1.2 测定方法
1.2.1 桂花叶片 SPAD 值的测定 在 3 月的上中旬选
择晴朗的天气，采用日本 Minolta 公司推出的便携
式叶绿素仪 SPAD-502 检测植物叶片的叶绿素含
量，记录 SPAD 值。
1.2.2 叶片叶绿素含量室内测定 叶片叶绿素含量
测定：采用 95%乙醇提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取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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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叶（1 个品种取 3 株，每株 20 片叶），用滤纸轻
轻擦干净，测量鲜重, 剪取 0.1 g 去中脉的新鲜叶片，
剪碎放入试管中，加入 10 mL 95%酒精，采用封口
膜封口，放置黑暗处，静置约 1～2 d，待叶片全部
变白，将提取液过滤，倒入比色皿中，以 95%酒精
作为对照，分别在波长 663、646 和 470 nm 分光光
度计下测定吸光度(A663、A646 和 A470 分别表示在 3
个波长下的吸光值)。根据下列公式，分别计算出叶
绿素 a (chlorophyll a, Chl a)、叶绿素 b (chlorophyll b,
Chl b)、叶绿素 a/b(chlorophyll a : b ratio, Chl a/b)、
叶绿素总浓度(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Chl (a+b))和
类胡萝卜素(carotenoid, Car)的浓度：
Ca = 12.21A663–2.81A646
Cb = 20.13A646–5.03A663
CT = Ca+Cb=17.32A646+7.18A663
Ca/b = Ca/Cb
CCar =(1000A470–3.27Ca–104Cb)/229
式中，Ca、Cb 和 CT 分别为叶绿素 a、b 的浓度及
叶绿素总浓度(mg·L-1)；CCar 为类胡萝卜素的总浓
度(mg·L–1)；再按下式求算植物组织中单位干重各色
素的含量(mg·g-1)：
色素的含量=色素浓度(mg·L–1)×提取液体积
(L)×稀释倍数/样品干重(g)。
1.2.3 桂花叶面积与比叶重的测定 叶面积：分别
选取 6 株桂花不同方位的成熟健康叶片，迅速利用
扫描仪扫描，使用叶面积测算程序计算叶面积。
比叶重：将上述叶片置于 60℃烘箱中烘干 48 h，
称取干重，
干重除以叶面积得到比叶重 LMA (g·m–2)。

2

结果与分析

叶片叶绿素含量特征
对四季桂和金桂叶片的叶绿素含量进行了测
定，结果见表 1 和图 1。
由图 1 可知，四季桂与金桂叶片的叶绿素 a 含
量要高于类胡萝卜素含量和叶绿素 b 含量。四季桂
叶片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 a+b、叶绿素 a/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在不同植株间均无显著差异
（P＞0.05）
。而第 1 与 2、3 株金桂的叶绿素 a、叶
绿素 b、叶绿素 a+b 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类
胡萝卜素含量则是第 2 株与第 1、3 株差异显著
（P＜0.05），叶绿素 a/b 两两差异不显著（P＞0.05）
。
由表 1 可知，金桂叶片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叶绿素 a+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高于四季桂叶片含
量，约为 4～5 倍。金桂叶绿素 a/b 值却低于四季桂，
反映出四季桂对弱光的适应能力要比金桂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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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品种不同植株桂花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差异
The difference of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wo Osmanthus fragrans leaves

表 1 2 种桂花叶片叶绿素含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wo Osmanthus fragrans leaves
叶绿素 a
叶绿素 b
叶绿素 a+b
品种
叶绿素 a/b
/mg·g–1
/mg·g–1
/mg·g–1
Variety
Chl a/b
Chl a
Chl b
Chl (a+b)
4.42±0.22
0.82±0.09
6.29±0.19
5.24±0.26
四季桂 O.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16.76±0.49
3.53±0.11
4.80±0.07
20.29±0.59
金桂 O.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Figure 2

植株
Plant
1
2
3
平均 Mean

图 2 SPAD 值与叶绿素含量的相关性
The correlation of SPAD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表 2 桂花叶面积和比叶重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leaf area and LMA in two Osmanthus fragrans leaves
四季桂 Osmanthus 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金桂 Osmamthus fragrans var.thunbergii
比叶重/mg·cm-2 LMA
叶面积/cm2 leaf area
比叶重/mg·cm-2LMA
叶面积/ cm2 leaf area
a
a
a
18.23±1.74
19.35±1.26
37.09±6.08
18.36±6.06a
ab
b
a
14.27±1.24
18.17±1.15
34.73±4.20
14.47±2.16b
16.45±0.99b
18.06±1.08b
34.28±0.83b
17.04±1.92a
16.32
18.53
35.37
16.62
Table 3
品种
Variety

四季桂 O.fragrans var. semperflorens
金桂 O.fragrans var.thunbergii

表 3 桂花叶片养分含量的比较
Comparison of nutrient in two Osmanthus fragrans leaves
磷含量
钙含量
钾含量
镁含量
/g·kg-1
/g·kg-1
/g·kg-1
/mg·kg-1
P content
Ca content
K content
Mg content
4.65±1.86
0.35±0.08
2.57±0.22
0.35±0.03
1.55±0.14
0.58±0.23
3.64±0.44
0.26±0.13

SPAD 值与叶绿素含量的关系
SPAD 值是一个无量纲比值，可在自然环境无
损状况下确定植物叶片当前叶绿素的相对含量[9]，
测定时间只需几秒钟。目前，SPAD-502 叶绿素仪
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水稻[10]、小麦[11]、玉米[12-14]、黄
豆、棉花[15]、马铃薯以及蔬菜[16]等农作物中, 但在
2.2

类胡萝卜素
/mg·g–1
Car
1.81±0.08
5.57±0.14

电导率
/μs·m-2·s-1
Conductivity
3.33±0.24
2.99±0.36

pH
5.40±0.04
5.68±0.03

园林树木上的研究却很少。通过对 2 个桂花品种叶
片的 SPAD 值测定，并与化学分析方法测定的叶绿
素 a、叶绿素 b 求出的叶绿素总含量进行相关分析，
叶片叶绿素总含量均随 SPAD 值的增加而增加，呈
显著相关。回归方程如下：
Y 四=0.248 4X 四 - 3.142 3，R2 =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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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金=0.134 7X 金+6.253 4，R2 =0.798
式中，Y 四为四季桂叶片叶绿素总量，X 四为四季桂
叶片 SPAD 值，Y 金为金桂叶片叶绿素总量，X 金为
金桂叶片 SPAD 值。
2.3 叶面积与比叶重
叶片面积影响着植物的光合作用，比叶重作为光
合作用的一个生理指标，反映不同生育期光合作用
制造有机物质及其分配趋势 [17],同时也是衡量叶片
质量的一个稳定指标[18]。
对四季桂和金桂叶片面积和比叶重进行测算，
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四季桂叶片面积平均为
16.32 cm2，比叶重平均为 18.53 mg·cm-2；金桂叶片
面 积 平 均 为 35.37 cm2 ， 比 叶 重 平 均 为 16.62
mg·cm-2。无论是四季桂还是金桂，不同植株的叶面
积和比叶重也会存在显著差异（P＜0.05），同时，
四季桂的叶面积要小于金桂，而四季桂的比叶重却
略大于金桂，说明四季桂叶片的内含物相对较多。
2.4 叶片养分含量
桂花叶片的养分含量见表 3。由表 3 可以看出，
四季桂和金桂叶片的 pH 值在 5.32～5.74 之间，偏
酸性。四季桂和金桂的叶片电导率在 2.33～3.72
μs·m-2·s-1，相差不大。四季桂叶片磷含量在 1.522～
9.960 g·kg-1 之间，平均为 4.650 g·kg-1；镁含量在
0.304～0.40 mg·kg-1，平均 0.347 mg·kg-1；而金桂叶
片磷含量在 1.298～1.770 g·kg-1 之间，平均为 1.555
g·kg-1；镁含量在 0.084～0.504 mg·kg-1，平均 0.263
mg·kg-1，四季桂叶片磷含量、镁含量均高于金桂。
四季桂叶片钙含量、钾含量分别为 0.353、2.568
g·kg-1，分别小于金桂叶片钙含量、钾含量，金桂叶
片钙含量、钾含量分别为 0.450 5 和 3.238 4 g·kg-1。

3

小结与讨论

金桂叶片叶绿素 a/b 值低于四季桂，但其他指
标均高于四季桂叶片含量 4～5 倍，说明四季桂对弱
光的适应能力要比金桂强。虽然四季桂叶片的叶绿
素总含量在 2～10 mg·g-1，但高于 7.8 mg·g-1 以上的
叶片仅 3 株，因而，不同植株四季桂叶片的各指标
含量均无显著差异（P＞0.05），而金桂叶片的叶绿
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总量（a+b）、类胡萝卜素含
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
叶片叶绿素总含量与 SPAD 值呈显著相关，因
此，可采用叶绿素仪测定桂花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
四季桂的叶面积要小于金桂，而四季桂的比叶
重却略大于金桂，四季桂和金桂单叶面积均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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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32 和 35.37 cm2，比叶重均值分别为 18.53 和
16.62 mg·cm-2。不同植株的叶面积和比叶重会存在
显著差异（P＜0.05）。
四季桂和金桂叶片均偏酸性，pH 值在 5～6 之
间；四季桂叶片磷含量、镁含量均高于金桂，钙含
量、钾含量分别小于金桂。综上所述，在城市热岛
现象突出的情况下，金桂的叶面积大，适应强光能
力强，更适合在城市绿化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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