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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海岸前沿 4 种草本植物光合性能及资源利用效率比较
刘艳莉 1,2，侯玉平 2，卜庆梅 2，柏新富 2*
(1. 鲁东大学校报编辑部，烟台 264025；2. 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烟台 264025)
摘 要：为了解海岸前沿草带不同草本植物光合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性，采用 TPS-2 光合系统测定烟台
海岸前沿草带 4 种草本植物砂引草、筛草、肾叶打碗花和狗牙根的光合性能指标，以及碳素利用效率、光合氮利用
效率和灰分含量等，并用隶属函数法综合评定 4 种草本植物的资源利用效率综合指数。结果表明，4 种草本植物的
光饱和点都较高，均适宜在较强光照条件下生长，其中以狗牙根的光合能力最强、砂引草最弱。同时，狗牙根和筛
草具有较高的光能利用效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狗牙根还有较高的叶片碳利用效率和光合氮利用效率，矿质元素利用
效率则是砂引草和肾叶打碗花显著高于狗牙根和筛草。综合分析表明，4 种草本植物的资源利用效率综合指数排序
从高到低为：狗牙根、筛草、肾叶打碗花和砂引草。
关键词：海岸带；草本植物；光合性能；资源利用效率
中图分类号：Q945.79; P7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8)04071005

Comparison of 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of 4 herbaceous
species in coastal frontier of Shandong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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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herbs in 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in Yantai coastal frontier. The 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4 herbs,
Messerschmidia sibirica, Carex kobomugi, Calystegia soldanella and Cynodon dactylo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TPS-2 portable photosynthesis system, and the carbon use efficiency (CUE), photosynthetic nitrogen-use efficiency (PNUE) and ash content were also determined. Additionally,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of 4 herb specie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ubordinate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ght
saturation point was relatively high in all the 4 species which are able to grow well under high light intensity.
Meanwhile, C. dactylon showed the strongest capacity in photosynthesis, and M. sibirica was the weakest. In addition, the light use efficiency (LUE)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 dactylon and
C. kobomugi than in M. sibirica and C. soldanella, moreover, C. dactylon was at the top in the PNUE and CUE. In
terms of the mineral use efficiency (MUE), M. sibirica and C. soldanell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 dactylon and C. kobomugi.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IR (comprehensive indices of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sorted descending order: C. dactylon> C. kobomugi. C>soldanella >M. sibirica.
Key words: coastal belt; herbaceous plant; 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植物生长发育除受遗传控制外，还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光照、水分供应状况、温度以及介质营养状
况的影响[1]，碳、氮、矿质元素及光能、水分等资
源的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适应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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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生存状况[2]。植物的资源利用效率被定义为植
物在其生命活动过程中消耗每单位资源能够将二氧
化碳转变为有机物的量，即同化碳素的量或积累的
生物量 [3]。植物光合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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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长潜力。因此，利用光合性能
和资源利用效率对植物的生长和适应能力进行评价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沙质海岸是重要的海岸类型之一，长期受自然
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沙质海岸形成了从高潮线
向陆方向依次分布裸露沙滩—前沿草带—灌丛带—
防护林带等生态系统组成的生态景观综合体，并成
为沙质海岸重要的生态屏障。处于海陆交界前沿由
耐贫瘠、耐沙埋和耐盐碱的多年生无性系草本植物
构成的草带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消潮
减浪、防止海水冲刷和阻沙抑沙、防止风沙向陆入
侵等重要的防护功能[4]。但是，由于沙质海岸基质
流动性大、海潮海浪海风等驱动力强，加之人类经
济活动（采砂、兴建各类临海建筑和海产养殖加工
场所等）的破坏，海岸前沿草带破损严重，造成海
潮侵蚀海岸和风沙向陆侵袭现象，导致沿岸农田、
绿地积沙，植被衰退。植树种草无疑是使松散易移
动的沙粒保留于人类需要的范围而不“越界”危害
的必由之路。目前有关海岸防护林建设及造林树种
选择已有较多研究[5-6]，而关于海岸前沿草带仅有少
量沙埋方面的研究[7]。本试验以烟台海岸前沿常见
草本植物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沙质海岸近海环境下
的光合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比较研究，为海岸
前沿草带恢复重建的草种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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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 和 0 μmol·m-2·s-1，以仪器实际测定值为准）
，
使用 TPS-2 型光合蒸腾测定系统（PP system，USA）
测定记录各个光强下的净光合速率等指标，绘制净
光合速率-光照强度响应曲线，参照 Ye[8]的方法求最
大净光合速率（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max）、光饱和点（light saturation point，LSP）、光
补偿点（Light compensation point，LCP）以及表观
光量子效率（apparent quantum yield，AQY）；光能
利用效率（light use efficiency，LUE）和水分利用
效率（water use efficiency，WUE）参照刘玉静等[9]
的方法计算；叶片碳利用效率（carbon use efficiency，CUE）参照 Frantz 和 Bugbee[10]的方法计算。
1.3.2 光合氮利用效率测定 每种草本植物的光合
氮利用效率（photosynthetic nitrogen-use efficiency,
PNUE）参照刘玉静等[9]和苗艳明等[11]的方法计算。
1.3.3 矿质元素利用效率测定 灰分含量利用马福
炉干灰化法测定。矿质元素利用效率(use efficiency of
mineral elements, MUE)参照刘玉静等[9]]方法计算。
1.4 资源利用效率综合指数的计算
资源利用效率综合指数（comprehensive indices
of resource use efficiency，CIR）参照雷雨婷等[12]的
方法计算。
CIR 

1
 RI i
n

式（1）中 RIi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自然条件
试验在烟台市北部套子湾海岸进行。试验区近
5 年平均年降水量、气温、相对湿度分别为 651.9
mm、11.8℃和 68%，总辐射能年平均约为 5 224.4
MJ·m-2，无霜期 210 d，属温带季风气候。
1.2 试验材料
选取海岸前沿草带 4 种草本植物砂引草
（Messerschmidia sibirica L.）
、筛草（Carex kobomugi
Ohwi）
、肾叶打碗花（Calystegia soldanella (L.) R. Br.）
和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L.) Pers.）的健康植株
为材料。在距高潮线 10.5～12.5 m 范围内，按平行
于海岸方向将草带分为 5 个区段，每个区段长 5 m，
每种植物每个区段均进行 1 次测定和取样，即所有
测定和取样均重复 5 次，结果取平均值。测定和取
样在 2017 年 7 月下旬的晴天上午 8:30～11:30 进行。
1.3 试验方法
1.3.1 光合指标、水分利用率和碳素利用率测定
利用可调 LED 光源控制不同强度光照（1 800、
1 600、1 400、1 200、1 000、800、600、400、200、

711

（1）

xi  xmin
。xi 为各实际测定
xmax  xmin

值，xmax 和 xmin 为该指标的最大和最小值。
1.5 数据分析与统计方法
本试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计，利用
Origin7.5 作图、SPSS17.0 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4 种草本植物光合特性的比较
4 种草本植物的净光合速率-光照强度响应曲线
如图 1。4 种植物的净光合速率随光照强度的变化存
在明显差异，狗牙根的净光合速率最高，砂引草最
低，筛草和肾叶打碗花居中。4 种植物的光合作用相
关指标列于表 1，经差异显著性分析显示，光合性能
各项指标在 4 个物种之间均差异显著（P＜0.05）
。其
中，砂引草的表观光量子效率、最大净光合速率、
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均显著低于其他 3 种（P＜
0.05）
；表观光量子效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狗牙根最
高，筛草和肾叶打碗花次之且两者之间差异较小；
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则是筛草和肾叶打碗花较高且
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狗牙根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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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草本植物对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
对 4 种草本植物光能利用效率和水分利用效率

Table 1
物种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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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结果（表 2）显示，2 种单子叶草本植物狗牙
根和筛草不仅具有高的光能利用效率，其水分利用
效率也显著高于双子叶草本植物砂引草和肾叶打碗
花，砂引草的光能利用效率和水分利用效率均为最
低。4 种草本植物的碳、氮利用效率也存在一定差
别（表 2），差异显著性分析显示砂引草的叶片碳利
用效率和光合氮利用效率显著高于肾叶打碗花（P
＜0.05），狗牙根的这两项指标则显著高于其他三者
（P＜0.05），且狗牙根的光合氮利用效率约为其他
三者的 3.2～4.5 倍。4 种草本植物的矿质元素利用
效率则表现为 2 个双子叶草本植物砂引草和肾叶打
碗花明显高于 2 个单子叶草本植物筛草和狗牙根（P
＜0.05），前者约为后者的 1.5～2 倍（表 2）。

图 1 4 种草本植物净光合速率(Pn)-光照强度响应曲线
Figure 1 The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in four herbaceou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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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表 1 4 种草本植物光合作用相关指标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in 4 species
最大净光合速率
表观光量子效率
光饱和点
/μmol·m-2·s-1
/mmol·mol-1
/μmol·m-2·s-1
AQY
LSP
Pmax

光补偿点
/μmol·m-2·s-1
LCP

砂引草 M. sibirica

27.46±1.18c

16.10±0.56d

1 330.09±135.17c

53.49±2.88c

筛草 C. kobomug

34.08±1.69b

22.22±0.59b

1 561.88±125.08a

79.36±5.78a

b

c

a

肾叶打碗花 C. soldanella

36.02±2.29

20.10±0.84

1 546.92±143.89

81.38±7.22a

狗牙根 C. dactylon

45.22±0.75a

29.40±2.01a

1 416.15±31.25b

69.35±9.21b

注：相同字母表示不同植物该项指标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The same letter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is index between different plants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物种
Species
砂引草 M. sibirica

表 2 4 种草本植物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
Table 2 The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of 4 species
水分利用效率
光合氮利用效率
光能利用效率
/mmol·mol-1
/μmol·mol-1·s-1
/mmol·mol-1
LUE
WUE
PNUE
10.84±0.87d
2.78±0.22c
343.89±12.08b

碳利用效率
/mol·mol-1
CUE
0.83±0.01b

矿质元素利用效率
/mg·g-1(DW)
UMUE
173.53±5.85a

筛草 C. kobomug

16.03±0.83b

4.98±0.16a

297.20±7.90bc

0.82±0.01bc

88.56±3.44c

肾叶打碗花 C. soldanella

14.57±0.84c

3.66±0.50b

243.43±10.17c

0.80±0.00c

132.82±4.68b

a

a

a

77.89±3.25d

狗牙根 C. dactylon

Table 3

25.30±2.17

4.85±0.17

1 098.30±75.18

a

0.86±0.01

表 3 4 种草本植物的 RIi 和 CIR 值
The RIi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ices of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CIR ) of 4 species

指标 Parameter

砂引草 M. sibirica

筛草 C. kobomug

肾叶打碗花 C. soldanella

狗牙根 C. dactylon

光能利用率 LUE

0.000

0.359

0.253

1.000

水分利用率 WUE

0.000

1.000

0.400

0.941

光合氮利用率 PNUE

0.032

0.048

0.000

1.000

碳素利用率 CUE

0.500

0.333

0.000

1.000

矿质元素利用率 MUE

1.000

0.112

0.574

0.000

最大净光合速率 Pmax

0.000

0.560

0.429

1.000

光饱和点 LSP

0.000

1.000

0.935

0.371

综合指数 CIR

0.219

0.487

0.370

0.759

排序 Rank

4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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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草本植物资源利用效率的综合分析
为了全面、准确评价 4 种草本植物对环境资源

的利用状况，本试验采用隶属函数法对 LUE、WUE、
PNUE 和 MUE 等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体现光合性能
的 2 个重要参数 Pmax 和 LSP 等进行综合分析与排
序，狗牙根具有最高的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其他 3
种草本植物的排序从高到低为：筛草、肾叶打碗花
和砂引草（表 3）。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的资源利用效率涵盖植物对所处环境的光
能、水分和营养元素等的吸收、转化和利用状况。
光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较
高的叶片光合速率是植物较高的干物质积累和旺盛
生长的前提，植物光能利用效率大小决定着植物生
产力的高低[13-14]，水分利用效率则体现了光合作用
和水分代谢的耦合关系，高的水分利用率也是表征
植物具有较高抗旱性的指示[16-18]。本试验结果显示，
4 种草本植物中，最大净光合速率和表观光量子效
率以狗牙根为最高，砂引草最低，筛草和肾叶打碗
花居两者之间；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在 4 种植物间
虽存在明显差异（P<0.05），但都比较高，说明 4
种草本植物均适宜在强光照的条件下生长。同时，2
种单子叶草本植物狗牙根和筛草的光能利用率和水
分利用率均显著高于 2 种双子叶草本植物肾叶打碗
花和砂引草，说明在海岸近海前沿狗牙根和筛草不
仅具有更高的生长潜力而且具有更好的耐旱能力。
碳利用效率被定义为植物积累总生物量的碳与
其光合同化碳素总量的比值或净光合速率与总光合
速率的比率[19-20]，高的碳利用效率说明植物能够将
光合同化的碳素更多地分配到生长和贮存器官，有
利于其生长和繁殖[21]。光合氮利用效率是评价植物
光合作用过程中氮素投入效率以及植物氮素利用效
率与固定、同化二氧化碳关系的指标，用来衡量植
物氮素代谢的综合能力[15,22]，高的光合氮利用效率
常常表征植物具有高的生长速率[23]。关于矿质元素
利用效率，Villar 等[24]认为植物矿质元素的吸收和
积累不需要直接的能量供给，矿质元素含量（灰分
含量）的增加能够减少植物建造自身的物质和能量
消耗，从而有利于增强植物的扩张力；郭水良等[25]
也认为叶片灰分含量高代表植物的代谢较为旺盛、
生长较为迅速。本试验结果显示，4 种草本植物的
碳利用效率和光合氮利用效率均表现为狗牙根最
高，砂引草次之，筛草第 3，肾叶打碗花最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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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牙根显著高于其他 3 种；而矿质元素利用效率则
是两种双子叶草本植物砂引草和肾叶打碗花远高于
两种单子叶草本植物筛草和狗牙根，其中砂引草最
高，狗牙根最低。可见，狗牙根能够更节约地利用
氮素，而砂引草则能更充分地吸收利用矿质元素。
山东半岛沙质海岸前沿 4 种草本植物狗牙根、
筛草、肾叶打碗花和砂引草均适宜在较强光照条件
下生长，且狗牙根的光合能力最强，狗牙根和筛草
有较高的光能利用效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狗牙根还
有较高的叶片碳利用效率和光合氮利用效率，砂引
草和肾叶打碗花则具有较高的矿质元素利用效率。
综合分析可以发现，4 种草本植物的资源利用效率
综合指数以狗牙根为最高，筛草次之，肾叶打碗花
第 3，砂引草最低。也就是说，在山东半岛沙质海
岸前沿环境条件下，狗牙根具有最强的生长和扩张
潜力，筛草也较高，而肾叶打碗花和砂引草则相对
较弱。当然，在沙质海岸前沿草带的恢复、重建的
物种选择时还应了解其耐沙埋能力以及遵循物种多
样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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