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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水处理对刨花楠一年生扦插苗光合特性
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吴永宏 1，王玲红 2，程栋梁 1,3,4，徐朝斌 1，张中瑞 1，李

静 1，钟全林 1,3,4*

(1.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2.江西省吉安县林业局，吉安 343100；
3. 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福州 350007；4. 福建省植物生理生态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摘 要：采用棚内盆栽控水与添氮方法，以 1a 生刨花楠扦插苗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不同的氮、水复合处理
试验，研究氮、水对刨花楠幼苗光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
（1）干旱胁迫会显著降低幼苗的净光合
速率（Pn）、气孔导度（Gs）和蒸腾速率（E）、总生物量和叶重比，增加茎重比，但对胞间 CO2 浓度、根重比和根
冠比影响不显著；（2）低氮添加后幼苗的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和蒸腾速率（E）均大于对照，而高
氮添加反而会抑制幼苗的光合作用；氮添加（低氮和高氮）后幼苗的总生物量均大于对照，但氮添加后对幼苗生物
量在不同器官间的分配趋势影响不明显；
（3）水分与施氮交互作用对幼苗光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均无显著影响。因
此，在幼苗生长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其充足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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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treatment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iomass allocation of annual cutting seedling of Machilus pau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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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water and nitrogen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biomass allocation of Machilus pauhoi, one-year old cutting propagated Machilus pauhoi plants potted in greenhouse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gradients of water and nitrog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rought stres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transpiration rate (E), total biomass and
leaf weight ratio, while the stem weight ratio increased; however, the influences on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root weight ratio and root shoot ratio were not significant. (2) Pn, Gs and E in the low-nitrogen addi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K, but addition of high-nitrogen inhibited the photosynthesis. The total biomass in the
nitrogen addition groups (LN and HN) was higher than in CK.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the biomass allocation trend in different organs was not obvious.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 and nitrogen addition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biomass allocation of the plant. Therefore, we must
provide sufficient wat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plant growth.
Key words: drought stress; nitrogen additi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biomass allocation;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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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氮沉降吸引了全球的重视，因为其对幼
苗的存活、物种密度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相
当大的影响[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平均大
气氮沉降已达到 12.9 kg·hm-2·a-1，并已成为欧洲、
北美之后世界三大高氮沉降区之一[2-4]，其中东南区
域的氮沉降水平最高，高达 35.6 kg·hm-2·a-1，约每
年增加 0.34 kg·hm-2·a-1，由东南向西北呈递减趋势，
全国形成东南、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高氮
沉降中心[5] 。这些地区氮沉降均高于或远远高于森
林在生长季节对氮的需求量(约 5～8 kg·hm-2·a-1)[6]。
与 2000 年相比,预计未来到 2030 年人为氮沉降将增
加 50%～100％[7]。氮素是许多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
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
育，并最终影响植物生产力[8]。在提高氮素供应水
平的环境下，一般认为会促进植物的生长和生物量
的积累，生物量分配方面会促进地上部分生物量的
增加，但对根系的生长不利，导致根冠比降低[9-10]。
但是，过量和长期的氮输入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
降低植物的初级生产力[11]。不过，也有人认为，氮
沉降不会促进植物生长[12-16]。
受全球变化的影响，全球降水格局也在发生着
变化[17]，例如中高纬度地区陆地表面降水增加，热
带、亚热带地区陆地表面降水减少等[18]。由于气候
变化未来干旱期将变得更加频繁[19]，而干旱是最频
繁和严重的限制植物生长的非生物胁迫因素。即使
在非干旱地区季节性干旱也频繁发生[20-21]。据预测，
区域气候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季节降水分布和夏季降
水量将减少 10%～30％[22-23]。干旱胁迫通常会导致
植物的光合和生长等受到抑制，生物量的分配以及
相对生长速率等发生变化[24]，植物为了应对干旱会
分配更多的生物量到根部，这有利于植物吸收更多
的水分以维持其生存[25]。干旱也可能会导致植物光
合系统的损伤，从而抑制光合作用过程[26]。更重要
的是，水分不仅直接影响植物生长和生存，而且在
水分胁迫下间接影响植物对氮的响应[27]。通常认为
施氮可以增强植物抗旱的能力, 减轻干旱对植物生
长和光合特性的抑制作用[28], 但这种改善作用可能
会因为物种差异或干旱程度而发生改变[29-30]。也有
研究表明，施肥效应取决于水分有效性，在干旱发
生时施肥对植物生产力不会产生影响[31]。这说明降
水变化和大气氮沉降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可能存在交
互作用，水分和氮素交互作用对植物光合特性和生
物量分配影响显著[32-34]。还有研究表明，水分和氮
素交互作用对植物光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影响不显
著[35]，产生这一相反结论说明植物光合特性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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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配可能还受物种及其生长发育阶段（年龄）等
因素影响。
刨花楠（Machilus pauhoi）属樟科润楠属，是
我国亚热带地区优良速生的珍稀常绿阔叶树种，生
长快，外形美观，既可作为用材树种，又可用于庭
院、城市绿化。目前国内对刨花楠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生长特性[36-39]、生理特性[40]、人工栽培繁殖与培
育技术[41-42]等方面，缺乏氮、水处理对其光合特性
和生物量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以江西遂
川为种源地的 1 年生刨花楠幼苗为实验材料，通过
研究不同氮、水处理试验，开展其对刨花楠幼苗光
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
化（如氮沉降与季节性干旱等）背景下开展刨花楠
人工幼林经营技术，选择其合适的造林地环境等提
供理论指导，并可为生物学特性相似的亚热带其他
常绿阔叶树种的造林地环境选择及人工幼林的养分
管理技术等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 年 8－11 月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
林技中心大棚内，本地区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为 18.9℃，最冷月 1 月份平均气温 7.9
℃，最热月 7 月份平均气温 28.1℃。年平均降水量
一般在 1600～1900 mm 之间，降水多集中在 2-9 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86.6%。全年平均无霜期为 305
d，年平均日照时数约 1740.7 h。
1.2 实验设计
为了避免实生苗种质资源差异影响，本文试验
是以利用江西省遂川县同一刨花楠母树上枝条进行
扦插后的 1a 生扦插苗为对象进行分析。扦插苗由福
建省南平市顺昌县林技中心提供，其个体大小接近，
实 验 苗 平 均 地 径 （ 3.12±0.75 ） mm ， 平 均 苗 高
（17.95±0.72）cm。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将幼苗移植
于苗圃中规格为内径 30 cm,高 30 cm 的装满来源于
顺昌县同一山地表土的花盆内（供试土壤数据见表
1），待苗木移植并生长 1 个月后，测量其初始株高
处理组差异不显著。于 2014 年 8 月 1 日－2014 年
11 月 10 日开展氮、水添加实验,其中水添加设置 2
水平，即包括正常供水 W1（田间持水量的 80%，
即为对照）和干旱胁迫 W2（田间持水量的 40%）
；
1.1

氮添加以福建省的氮沉降量（50 kg·km-2·a-1）为依
据，设置 3 水平,即 N1（不施氮，即对照）、低氮
N2(50 kg·km-2·a-1)、高氮 N3（100 kg·km-2·a-1），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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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处理（含对照），即 W1N1（即为对照，用 CK
表示）,W1N2（即为单施低氮）,W1N3（即为单施
高氮）,W2N1（即为干旱胁迫）, W2N2（即为干旱
胁迫与低氮复合处理）, W2N3（即为干旱胁迫与高
氮复合处理）
。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每个重复设
置 10 盆苗木，每盆移植 1 株 1a 生刨花楠扦插苗。
氮添加采用 NH4NO3 添加，按照不同处理所需氮量

处理
Treatment
土壤 Soil

全碳/mg·g-1
Total carbon
4.35

学

学

结果与分析

2.1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2.1.1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净光合速率(Pn)的
影响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 Pn 有显著影响(P＜
0.05)，但施氮等级对 Pn 的影响不显著(P>0.05)，水
分 与 氮 添 加 的 交 互 作 用 对 Pn 的 影 响 也 不 显 著
(P>0.05)。干旱胁迫使幼苗的 Pn 明显降低，比正常
供水下降了 80.82%(P＜0.01)（表 2）
。尽管施氮等级
对 Pn 的影响不显著，但施氮（低氮和高氮）后幼苗
的 Pn 均大于对照（表 3）
，说明氮添加可以提高幼苗
的 Pn。另从低氮和高氮添加后幼苗的 Pn 可看出，
高氮添加后幼苗的 Pn 小于低氮添加后的幼苗。说明
适度添加氮更有利于幼苗生长，尤其在干旱胁迫时，
低氮添加可以提高幼苗的 Pn，缓解干旱胁迫对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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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换算成 NH4NO3 量，并均分成 6 等份，要求每
隔 2 周添加 1 次，分 6 次添加。每次添加将 6.9956 g
NH4NO3 溶于 900 mL 蒸馏水中，利用移液枪将其均
匀地注入盆壁四周的土壤内。水分控制采用整盆称
重法，每 2 d 称重 1 次并补充水分，使各处理土壤
含水量稳定在设计范围内。

表 1 实验供试土壤底本数据
Table 1 Basic data of the tested soil
全氮/mg·g-1
Total nitrogen
1.24

1.3 测定方法
1.3.1 叶片光合参数的测定 于 2014 年 10 月 30
号 9:00－11:30，采用美国的 CIRAS-3 光合仪测定，
测定时选用每个处理样株幼苗上部和下部各一片充
分展开的健康叶片，测定指标包括净光合速率(Pn)、
气孔导度(Gs)、蒸腾速率(E)、胞间 CO2 浓度(Ci)，
每个处理选 3 株样木（即 3 重复）进行测定。
1.3.2 生物量的测定 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实验结
束后，将幼苗整株挖出清洗干净，分为根、茎和叶 3
个部分，放于 70℃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后，将根、茎、
叶干重分别称重，并计算参数：根重比=根干重/全株
干重， 叶重比=叶干重/全株干重，茎重比=茎干重/
全株干重，根冠比为根干重与地上部分干重之比。
1.4 数据分析
用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带交互作用的
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氮、水及其交互作用对刨花
楠幼苗光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并用 LSD 法
进行处理组间差异显著性多重比较。

2

大

全磷/mg·g-1
Total phosphorus
0.14

pH
4.67

作用的影响（表 4）
。6 种处理中以 W1N2 处理（即
正常供水时添加低氮）后幼苗的 Pn 为最大。
2.1.2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气孔导度(Gs)的影
响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 Gs 影响也显著(P＜
0.05)，但是不同施氮等级对 Gs 的影响也不显著
( P>0.05)，水分与氮添加的交互作用对 Gs 的影响也
不显著( P>0.05)。干旱胁迫极显著地降低了幼苗的
Gs,比正常供水下降了 84.48% (P＜0.01)（表 2）。尽
管施氮等级对幼苗的 Gs 影响不显著（表 3），但不
论有无水分胁迫，低氮添加后的 Gs 均大于对照，
而高氮添加后的 Gs 均小于对照（表 4）。说明适度
添加氮更有利于幼苗生长，尤其在干旱胁迫时，低
氮添加可以提高幼苗的 Gs，而高氮添加反而会抑制
幼苗的 Gs，使其水分状况更加恶化，导致更多的气
孔关闭。6 种处理中以 W1N2 处理（即正常供水时
添加低氮）后幼苗的 Gs 为最大。
2.1.3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蒸腾速率(E)的影响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 E 影响显著(P＜0.05)，但是
施氮等级对 E 的影响不显著(P>0.05)，水分与氮添
加的交互作用对 E 的影响也不显著(P>0.05)。干旱
胁迫极显著地降低了刨花楠幼苗的 E，比正常供水
下降了 72.13% ( P＜0.01)（表 2）
。尽管施氮等级对
幼苗的 E 影响不显著（表 3），但不论有无水分胁迫，
低氮添加后的 E 均大于对照，而高氮添加后的 E 因
水分条件而异，正常供水时 E 大于对照；干旱胁迫
时 E 小于对照（表 4）。说明适度添加氮可以提高刨
花楠幼苗的 E 促进其生长，尤其在干旱胁迫时，可
以缓解干旱对幼苗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以肥调水
促进刨花楠幼苗生长，而高氮添加会加剧干旱对幼
苗 E 的抑制作用。6 种处理中以 W1N2 处理（即正
常供水时添加低氮）后幼苗的 E 为最大。
2.1.4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胞间 CO2 浓度（Ci）
的影响 干旱胁迫和施氮等级对刨花楠幼苗 Ci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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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间隙的 CO2 较少。此消彼长可能导致二者差
异不显著。当然也可能是在干旱胁迫下其气孔的开
闭受到了制约，或是叶片的光合系统受到了一定的
破坏造成的。尽管施氮等级对幼苗的 Ci 影响不显著
（表 3），但不论有无水分胁迫，施氮（低氮和高氮）
后幼苗的 Ci 均小于对照（表 4）。说明氮添加提高
了刨花楠幼苗的光合效率，可以缓解干旱对幼苗光
合系统的抑制。

响不显著(P>0.05)，水分与氮添加的交互作用对 Ci
的影响也不显著(P>0.05)。干旱胁迫下刨花楠幼苗
的 Ci，比正常供水增加了 3.11%（P＞0.05）
（表 2）。
这是由于细胞间 CO2 浓度的大小取决于空气中的
CO2 的浓度和叶片的光合效率。在正常供水时，刨
花楠幼苗的光合作用较强，不断地消耗存细胞间隙
的 CO2，从而会造成细胞间隙的 CO2 的浓度下降。
而在干旱胁迫时，刨花楠幼苗的光合速率下降消耗

表 2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9)
处理
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气孔导度/mmol·m-2·s-1
蒸腾速率/mmol·m-2·s-1
胞间 CO2 浓度/mg·L-1
Treatment
Pn
Gs
E
Ci
304.00±55.7a
3.48±0.78a
348.00±20.23a
12.46±4.01a
正常供水
47.17±22.5b
0.97±0.36b
359.17±46.35a
2.39±2.27b
干旱胁迫
注：表内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差,同列数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有显著差异。下同。
Note: Mean±SE is given in the parenthesis, and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followed by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处理
Treatment
CK

表 3 施氮等级对刨花楠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nitrogen level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6)
气孔导度/mmol·m-2·s-1
蒸腾速率/mmol·m-2·s-1
胞间 CO2 浓度/mg·L-1
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Pn
Gs
E
Ci
7.70±7.16a
166.42±135.92a
1.96±1.35a
373.00±34.09a

LN

9.34±6.72a

199.25±163.71a

2.53±1.57a

339.83±29.76a

HN

a

a

a

347.92±37.93a

8.42±5.08

161.08±137.27

1.93±1.53

表 4 氮、水交互对刨花楠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nitrogen and water complex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3)
处理
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气孔导度/mmol·m-2·s-1
蒸腾速率/mmol·m-2·s-1
胞间 CO2 浓度/mg·L-1
Treatment
Pn
Gs
E
Ci
W1N1
10.42±6.15a
290.00±9.99a
3.00±1.09a
351.83±29.53a
W1N2
14.85±3.24a
363.83±45.32a
3.90±0.48a
343.33±15.18a
W1N3
12.1±0.88a
282.5±49.01a
3.50±0.30a
348.83±21.89a
b
b
b
W2N1
1.38±1.28
42.83±16.26
0.92±0.28
394.17±26.26a
b
b
b
W2N2
3.83±3.39
48.00±13.61
1.15±0.48
336.33±44.12a
b
b
b
W2N3
1.97±1.63
39.67±21.83
0.83±0.35
347.00±55.81a

处理
Treatment
正常供水
干旱胁迫

表 5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biomass allocation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9)
根重比
茎重比
叶重比
根冠比
Root weight ratio
Stem weight ratio
Leaf weight ratio
Root shoot ratio
0.44±0.04a
0.25±0.02b
0.31±0.04a
0.7911±0.12a
0.44±0.04a

0.34±0.04a

氮、水处理对刨花楠幼苗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干旱胁迫对刨花楠幼苗总生物量影响也显著
(P＜0.05)，但是施氮等级对总生物量的影响不显著
(P>0.05)，水分与氮添加的交互作用对总生物量的
影响也不显著(P>0.05)。干旱胁迫显著地降低了刨
花楠幼苗的总生物量，比正常供水下降了 57.87% (P
＜0.01)（表 5）。尽管施氮等级对幼苗的总生物量影
响不显著（表 6），但不论有无水分胁迫，低氮添加
2.2

0.22±0.04b

0.7938±0.12a

总生物量/g
Total biomass
12.84±3.47a
5.41±1.50b

后的总生物量均大于对照，而高氮添加后的总生物
量因水分条件而异。正常供水时，总生物量大于对
照；干旱胁迫时，总生物量小于对照（表 7）。说明
低氮添加可以促进刨花楠幼苗总生物量的增加，尤
其在干旱胁迫时，可以缓解干旱对幼苗生长造成的
不利影响，而高氮添加反而会加剧干旱对幼苗总生
物量的抑制作用。
叶重比、茎重比和根重比反映了生物量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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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和叶 3 种器官之间分配的比例。干旱胁迫对刨花
楠幼苗叶重比、茎重比影响有显著影响(P＜0.05)，
而对根重比影响不显著(P>0.05)，但是施氮等级对
叶重比、茎重比和根重比的影响均不显著(P>0.05)，
水分与氮添加的交互作用对叶重比、茎重比和根重
比的影响也不显著(P>0.05)。干旱胁迫下显著地降
低了刨花楠幼苗的叶重比，比正常供水下降了
29.03%(P＜0.05)，却增加了茎重比，比正常供水增
加了 26.47% (P＜0.05)（表 5）。这可能是幼苗以落
叶的方式减少体内水分的损失来应对干旱胁迫维持

处理
Treatments
CK
LN
HN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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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存的策略。尽管施氮等级叶重比、茎重比和根
重比的影响不显著（表 6），但施氮（低氮和高氮）
后的叶重比和根重比因水分条件而异，正常供水时，
施氮（低氮和高氮）后的叶重比均大于对照，而根
重比却均小于对照（表 7），说明正常供水时添加氮
可以促进幼苗地上生物量的增加；然而，在干旱胁
迫下，施氮（低氮和高氮）后的叶重比均小于对照，
根重比却均大于对照。说明干旱胁迫时添加氮可以
促进幼苗地下生物量的积累。总而言之，总体趋势
与正常供水相反。

总生物量/g
Total biomass
7.43±2.76a
10.36±4.51a
10.41±6.56a

表 7 氮、水交互对刨花楠幼苗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Effects of nitrogen and water complex on biomass allocation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3)

根重比
Root weight ratio
0.45±0.05a
0.43±0.04a
0.44±0.04a
0.42±0.03a
0.46±0.04a
0.43±0.04a

茎重比
Stem weight ratio
0.25±0.03b
0.25±0.01b
0.24±0.00b
0.36±0.03a
0.32±0.04a
0.36±0.03a

根冠比反映了生物量在地上和地下部分之间分
配的情况。干旱胁迫和施氮等级对刨花楠幼苗根冠
比影响不显著(P>0.05)，水分与氮添加的交互作用
对根冠比的影响也不显著(P>0.05)。干旱胁迫下刨
花楠幼苗的根冠比并没有增大(P＞0.05)（表 5），这
一结果与大多数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25,43-44]。但该
现象却与干旱胁迫对植物根系生长限制的表现相一
致。尽管施氮等级对根冠比的影响不显著（表 6），
但施氮（低氮和高氮）后的根冠比因水分条件而异。
正常供水时，施氮（低氮和高氮）后的根冠比均小
于对照；而干旱胁迫时，施氮（低氮和高氮）后的
根冠比均大于对照，并在低氮添加后根冠比达到最
大值（表 7）
。说明干旱胁迫下添加氮有利于促进幼
苗根系的生长。

3

学

表 6 施氮等级对刨花楠幼苗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Nitrogen Level on biomass allocation of Machilus pauhoi seedlings (n=6)
根重比
茎重比
叶重比
根冠比
Root weight ratio
Stem weight ratio
Leaf weight ratio
Root shoot ratio
0.44±0.04a
0.30±0.07a
0.26±0.06a
0.78±0.12a
a
a
a
0.45±0.04
0.29±0.05
0.26±0.08
0.82±0.13a
a
a
a
0.44±0.04
0.29±0.07
0.27±0.07
0.78±0.12a

Table 7
处理
Treatments
W1N1
W1N2
W1N3
W2N1
W2N2
W2N3

大

讨论

干旱胁迫对植物的影响可以通过测量叶片气体
交换了解，尤其是净光合作用，气孔导度和蒸腾速
率[45]。光合作用对叶片水分亏缺十分敏感,在轻度干

叶重比
Leaf weight ratio
0.30±0.06a
0.32±0.04a
0.32±0.04a
0.22±0.03b
0.21±0.07b
0.21±0.02b

根冠比
Root shoot ratio
0.82±0.15a
0.76±0.11a
0.79±0.14a
0.73±0.09a
0.88±0.14a
0.77±0.13a

总生物量/g
Total biomass
9.76±0.14ab
14.18±2.51a
14.57±4.51a
5.11±1.67b
6.55±0.92b
4.16±1.12b

旱胁迫时，光合速率的下降幅度较小，但随干旱胁
迫加剧，光合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25]。本文研究结
果也有类似发现，干旱胁迫显著降低了刨花楠幼苗
的光合气体交换参数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
（Gs）和蒸腾速率（E），而胞间 CO2 浓度(Ci) 却
增加了。许大全[46]认为,导致植物光合能力下降的因
素主要有气孔限制和非气孔限制,判断干旱引起光
合效率下降是气孔限制还是非气孔限制，是在 Gs
下降时，看 Ci 的变化方向，只有当 Gs 下降时，Ci
含量降低才是气孔限制，否则为非气孔限制。从实
验结果来看，净光合速率伴随着气孔导度下降而细
胞间隙 CO2 浓度却在升高。那么，此时光合速率的
下降原因主要为非气孔限制。但干旱胁迫下刨花楠
幼苗净光合速率(Pn)和气孔导度(Gs) 降低的趋势
有所不同， 干旱胁迫时高氮添加后的 Pn 较对照升
高而 Gs 却仍降低。再结合胞间 CO2 浓度(Ci)的变
化来看，干旱胁迫时高氮添加的 Ci 小于对照，这
说明干旱胁迫时高氮添加后 Pn 的升高可能是由于
叶肉光合活性升高远大于气孔导度的降低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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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下，各施氮水平下幼苗的蒸腾速率（E）
均低于正常供水，这可能是由于幼苗为了维持自身
生理生化运转，通过降低蒸腾速率，减少植物体内
水分的损失来应对胁迫环境，从而使幼苗生长受到
严重抑制。这也可以从生物量的变化中看出。
水分在幼苗生长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
限制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也证实了
这一点，干旱胁迫显著降低了幼苗的总生物量，比
正常供水下降了 57.87% ( P＜0.05)。另外，植物应对
栖息地环境特征在形态方面的适应可能是一个主要
机制，生物量分配是植物响应环境变化一个关键敏
感的指标[47]。从生物量分配来看, 干旱胁迫下，植物
会通过调整资源在不同器官间的分配以增大根冠
比，从而提高了植物吸收水分的能力,在干旱胁迫下
得以生存[25,44-45]。本研究结果显示，干旱胁迫显著降
低了幼苗叶重比，却增加了茎重比，而根冠比并没
有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干旱胁迫下幼苗根系对水分
吸收能力显著下降，被迫以落叶方式减小叶片水分
蒸腾，将更多水分存储在茎部来保障其存活，这是
阔叶树种应对干旱胁迫的一个重要机制[48]。而持续
的干旱胁迫会使植物根系停止生长进而导致其地下
生物量显著降低，这也与干旱胁迫对植物根系生长
限制表现相一致[49]。干旱胁迫下，施氮使幼苗调整
其资源在不同器官间的分配更为合理。干旱胁迫下，
氮添加（低氮和高氮）后幼苗的根冠比均大于对照
（与正常供水时相反）
，说明干旱胁迫下施氮促进了
幼苗地下部分生长（与正常供水时相反）
，而抑制了
地上部分生长，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相似[50-51]。
综上所述, 通过研究不同氮、水处理组发
现,W1N2 为最佳处理组，W2N3 为最差处理组。说
明开展刨花楠扦插苗人工林经营活动时，在保证其
充足供水的前提下，再配以低氮添加的管理模式最
佳。如果发生干旱事件,低氮添加可以增强苗木抗旱
性, 而高氮添加反而会加重苗木对干旱的敏感性,
使其生长受到抑制。本研究可为开展刨花楠人工幼
林经营技术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最后，本试验氮、水处理研究中干旱胁迫对幼
苗光合特性和生物量分配影响显著，而氮添加对其
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可能是土壤中的氮含量能够满足其生长需求；（2）
刨花楠幼苗对外源施氮可能不敏感；（3）可能是 8
月和 9 月气温较高，水分蒸发量大导致氮挥发增加，
从而降低了氮添加效应；（4）可能也与研究区域条
件、施氮水平以及实验时间尺度等相关，有待于以
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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