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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槭‘艳红’与‘金色秋天’叶色
相关化学成分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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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艳红’、‘金色秋天’均是从红花槭实生群体中选育得到的良种，其秋叶分别呈现艳红色和金黄色。为
了揭示红花槭秋季叶片变红或变黄的生化水平代谢机制，以这两个无性系良种为试材，分别在 5 个不同发育阶段对
叶片中的叶绿素、花青素苷、类胡萝卜素、可溶性糖的含量及叶片 pH 值进行测定，并对变色后的花青素苷的成分
进行定量分析。在转色期，两者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金色秋天’在转色末期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仅
为 0.06 mg·g-1；在相同时期，两者叶片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差异不显著，其含量随变色过程呈下降趋势；两者可溶
性糖的含量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转色中期达到峰值；叶片 pH 值变化不显著；分光光度法检测表明，变
色后，‘艳红’的花青素苷含量上升约 3 倍，而‘金色秋天’的花青素苷含量上升幅度较小。液相色谱（HPLC）分析表
明，两个良种叶片中花青素苷均以矢车菊素为主，占 95%以上，另含少量飞燕草色素；叶片转色后，‘艳红’中的矢
车菊素含量是‘金色秋天’的 2.6 倍。结果显示，叶绿素含量的降低与矢车菊素类花青素苷的合成是红花槭叶片秋季
呈色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红叶的形成与矢车菊素含量的倍增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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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af color related chemicals components based on comparing
Acer rubum L. cv.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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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d leaf line ‘Yanhong’ and the yellow leaf line ‘Jinseqiutian’ are excellent horticultural varieties
of red maple (Acer rubum L.). To reveal the biochemical metabolic mechanism of the leaf color transition to yellow
or red for red maple,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nthocyanin, carotenoid, soluble sugar and pH value in the leaves at
5 development stages in autumn were surveyed. Moreover, the anthocyanin composition in colored leaves was quantified.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was declined in different lines during the leaf color formation phas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Jinseqiutian’ reduced to 0.06 mg·g-1 in the middle of Novemb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carotenoid content between the 2 lines in the same time points. The carotenoid content was decreased slightly, when the
leaf turned color. During the five stages,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increased in the early autumn and then decreased slightly in both lines, peaked at the midst of leaf coloring period. The change of pH value in leaf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analysis of spectrophotometric showed that the anthocyanins content in ‘Yanhong’ had a rise about 3
times, while that of the yellow group increased a little. The HPLC analysis result showed that cyanidin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5% of anthocyanins, with a little of delphinidin being quantified in both lines. And the cyanidin was detected in ‘Yanhong’ at a concentration of 2.6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Jinseqiutian’ in the colored leave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chlorophyll and the synthesis of cyanidin were the two major determinan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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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of red maple leaf color in autum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ed leaf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cyanidin content.
Key words: Acer rubum L.; anthocyanins; chlorophyll; leave color
植物叶色变异的生理机制比较复杂，其中叶片
细胞中色素的含量、种类均会对叶色产生影响。高
等植物叶片中的色素主要包括以下 3 大类：①以花
色素苷类为主的类黄酮类; ②类胡萝卜素类; ③以
叶绿素 a 和 b 为主的叶绿素类。当叶片中的叶绿素
含量高于类胡萝卜素含量时，叶片呈现常规的绿色；
而当叶片中叶绿素、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的种类、
含量以及分布发生变化时则会形成多彩的叶色[1-2]。
有关植物器官呈色的研究多集中在花、果实等
器官上，其呈现红色或紫色的生理机制在于各类花
青素苷的不断累积和变化[3-5]；花青素苷在花瓣中的
呈色还跟液泡 pH、助色素、金属离子的络合作用等
有关[6-7]。植物中，常见的花青苷主要是矢车菊素糖
苷、天竺葵素糖苷、飞燕草素糖苷和芍药素糖苷，
其中，矢车菊素糖苷呈红色，飞燕草素糖苷多呈紫
色（pH 5.0 左右会呈蓝色），天竺葵素糖苷多呈橘
黄色，芍药素糖苷多呈红褐色[8-9]。有报道，鸡爪槭
叶片颜色鲜红时，即 4 至 6 月以及 9 至 10 月，叶片
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cyanidin 3-glucoside）的
含量较高，此时观赏性状最佳[14]。糖类或是花青素
苷生物合成的能源物质和前体物质，或作为信号分
子参与花青素的合成[10-11]。
红花槭叶片大而靓丽，秋天叶色由绿色可变成
黄色、橙黄色、紫红色、红色或其中间色，叶色丰
富多彩[12-13]。关于何红花槭秋季叶片可以形成如此

丰富的颜色，目前还没有对该树种不同叶色形成机
理的研究报道。 ‘艳红’[14]与‘金色秋天’[15]均是从红
花槭（Acer rubrum）实生苗中选育得到的良种，已
通过安徽省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10 月下旬，
‘艳红’叶片逐渐转为艳红色；‘金色秋天’转色后为金
黄色。两者叶色对比鲜明，观叶期达到 30 d，是秋
季赏叶的优良品种。以往多数类似的研究，部分区
分了黄叶、红叶，但缺乏叶色对比鲜明的无性系良
种材料[16-18]。因此，本研究以叶色对比明显的红花
槭无性系良种‘艳红’和‘金色秋天’为材料，研究叶色
相关物质的变化规律，以期找出红花槭叶色形成的
关键因子，为红花槭的叶色改良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以位于安徽中部的舒城试验基地种植的红花槭
‘艳红’、‘金色秋天’无性系良种变色期前后的叶片为
试验材料。观测、记录采样期试验地每旬的极端温
度、平均湿度，见表 1 所示。从 6~8 年生树龄，每
个叶色取 5 株，从中选取不同方位（叶色相同）、通
风透光良好、生长健壮的叶片，9 月中旬至 11 月中
旬，每 15 d 采 1 次，依次采集 5 个变色时期的完整
中位叶。取样设 3 个生物学重复，以上叶片置于－
80℃冰箱保存、待测。

表 1 9 月至 11 月各旬试验地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及平均湿度
Table 1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the lowest temperature and medial humidity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in the experimental fields
时间 Time

最高温度/℃ Max. temperature

最低温度/℃ Min. temperature

平均湿度/%/ Mean humidity

9 月上旬 Early Sept.

31.2

18.8

75.5

9 月中旬 Mid Sept.

28.3

15.3

69.7

9 月下旬 Late Sept.

29.1

18.4

72.1

10 月上旬 Early Oct.

24.9

9.4

75.6

10 月中旬 Mid Oct.

28.2

9.1

68.8

10 月下旬 Late Oct.

26.1

8.3

70.1

11 月上旬 Early Nov.

26.2

5.4

74.3

11 月中旬 Mid Nov.

19.3

8.0

75.2

11 月下旬 Late Nov.

18.2

-3.1

67.8

1.2 仪器和试剂
主要仪器：可见-紫外分光光度计（型号：
TU-1800SPC）； pH 计（型号：Mettler Toledo FE20
Five Easy）；安捷伦 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水浴锅；

匀浆机；超声波清洗机；粉碎机。试验所涉分析纯
采购于 Sigma 公司。
1.3 方法
1.3.1 叶 绿 素 的 测 定 叶 绿 素 的 测 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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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并按公式计算。
1.3.2 花青素苷总量的测定 参考文献对待测幼叶
片进行花青素苷测定并计算[20]。
1.3.3 花青素苷成分及含量的测定 （1）测定。材
料为转色后的叶片（10 月 30 日取样），采用四分法
分取样品，过筛（250 μm）。
根据样品中花青素含量，
称取 5 g 样品于 50 mL
比色管中，加入提取液（无水乙醇∶水∶盐酸=2∶
1∶1），定容，摇匀 1 min 后，超声提取 30 min。超
声提取后，于沸水浴中水解 l h，取出冷却后，用提
取液再次定容。静置，取上清液，用 0.45 μm 水相
滤膜过滤，待测。
测定方法和色谱参考条件。a）色谱柱：C18 柱，
250 mm×4.6 mm×5 μm；b） 流动相 A 为含 1%甲酸
水溶液，流动相 B 为含 1%甲酸乙腈溶液；c）检测
波长：530 nm；d） 柱温：35℃；e） 进样量：20 μL；
f） 梯度洗脱条件：见表 2。

时间/ min
Time
0.0

表 2 梯度洗脱
Table 2 Gradient elution
流动相 A /%
流速/mL·min-1
Mobile phase
Flow rate
A
0.8
92.0

流动相 B/ %
Mobile phase
B
8.0

2.0

0.8

88.0

12.0

5.0

0.8

82.0

18.0

10.0

0.8

80.0

20.0

12.0

0.8

75.0

25.0

15.0

0.8

70.0

30.0

18.0

0.8

55.0

45.0

20.0

0.8

20.0

80.0

22.0

0.8

92.0

8.0

30.0

0.8

92.0

8.0

（2）色谱分析。分别将标准溶液和试样溶液，
注入液相色谱仪中，以保留时间定性，以样品溶液
峰面积与标准溶液峰面积比较定量。
（3）结果计算。样品中花青素含量为 6 种花青
素含量之和。其含量以质量分数 ω 计，单位为
mg·kg-1，按下述公式计算：



 V

m
式中：ρ 为待测液中各花青素的质量浓度，单
位为 mg·L-1; V 为定容体积，单位为 mL；m 为试样
质量，单位为 g。
测定结果取 2 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
保留 3 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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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可溶性总糖的测定 采用蒽酮比色法，参考
文献[21]。
1.3.5 叶片细胞液 pH 值测定 上述样品去叶脉后，
液氮研磨，取 0.5 g，在 4℃，18 400 g 离心 5 min。
将上清液转移至 1.5 mL 离心管中，用 pH 计在室温
测定上清液 pH 值[22]。重复 3 次。
1.3.6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数据的统计方法采用
Student’s t test 检验，用“SSR”方法比较差异显著
性，实验数据计算用 SAS 9.0 软件完成。实验数据
采用平均值±SEM（Standard errors of the mean）
。当
P＜0.05 时，视作差异显著；同一列数据后，不同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变色过程中叶片叶绿素的含量
试验所用材料为嫁接繁育而成的良种无性系，
于 10 月中下旬开始转色（变色初期）
，11 月上旬为
变色中期，11 月中旬为变色末期，叶色变化多年稳
定。结果显示，进入变色初期，叶片中的叶绿素开
始大量降解，其艳丽的红色或黄色才能得以显现。
其中‘金色秋天’在变色末期（11 月 14 日），几乎降
解殆尽，含量(FW)仅为 0.06 mg·g-1（见表 3）。
表 3 转色期‘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Table 3 Chlorophyllin contents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mg·g-1
时间(月-日)
艳红
金色秋天
Time(Month-date)
Yanhong
Jinseqiutian
09-15
2.50±0.41a
2.28±0.32a
09-30

2.35±0.35a

2.01±0.25b

10-15

1.69±0.31

b

1.46±0.30c

10-30

0.73±0.13c

0.18±0.04d

11-14

0.25±0.04d

0.06±0.01e

2.2 变色过程中叶片类胡萝卜素的含量
在相同时期，两个红花槭良种叶片中的类胡萝
卜素含量差异不显著，随变色过程其含量呈下降趋
势，其中红花槭黄叶良种‘金色秋天’的类胡萝卜素
下降幅度较大，达 65.6%（表 4）。
2.3 变色过程中叶片花青素苷的含量
10 月上中旬，旬平均最低气温降低至 10℃以下
（表 1），红花槭叶片逐渐转色。叶片变色后，‘艳
红’的花青素苷含量上升幅度最大，为变色前的 3
倍左右（表 5）；而‘金色秋天’的花青素苷含量在
变色后期小幅降低。结果显示，花青素含量的倍增
是红花槭红叶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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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转色期‘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的类胡萝卜素含量
Table 4 Carotenoid contents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mg·g-1
时间(月-日)
艳红
金色秋天
Time(Month-date)
Yanhong
Jinseqiutian
09-15
0.34±0.04a
0.32±0.06a

表 5 转色期‘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的花青素苷的含量
Table 5 Cyanin contents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mg·kg-1
时间(月-日)
艳红
金色秋天
Time(Month-date)
Yanhong
Jinseqiutian
09-15
4.54±0.52c
4.42±0.36b

09-30

0.32±0.06ab

0.30±0.05ab

09-30

4.68±0.48c

4.58±0.55ab

10-15

0.29±0.07b

0.28±0.04b

10-15

6.13±0.57b

4.61±0.48ab

10-30

0.20±0.13c

0.18±0.04c

10-30

14.31±1.32a

4.98±0.52a

11-14

d

d

11-14

a

4.31±0.45b

0.13±0.04

0.11±0.02

15.25±1.48

A、B 为 6 种花青素苷标准品峰值出现的时间；C、D 分别为‘艳红’及‘金色秋天’
A and B represent the peak time of 6 kinds of cyanin . C is the HPLC result of ‘Yanhong’, and D is that of ‘Jinseqiutian’
图 1 ‘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转色后花青素苷成分的 HPLC 分析
Figure 1 Analysis of cyanin composition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表 6 转色后‘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中花青素苷成分及含量
Table 6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cyanin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mg·kg-1
花青素苷
艳红
金色秋天
Anthocyanin glycosides
Yanhong
Jinseqiutian
飞燕草色素 Del

12.3±2.0

9.3±0.5

矢车菊色素 Cya

687.5±97.3

262.5±31.4

矮牵牛色素 Pet

n.d

n.d

天竺葵色素 Pel

n.d

n.d

芍药色素 Peo

n.d

n.d

锦葵色素 Mal

n.d

n.d

注：6 类花青素苷在叶片变色第 4 阶段的相对积累量，
n.d 表示没有检测到。
Note: Relative accumulation of six kinds of cyanins at the
4th stage of leaf color transition, and n.d means not detected.

2.4 变色后花青素苷成分测定及含量分析
选取 10 月 30 日叶片材料，处理后用 HPLC 分
析，结果表明‘艳红’及‘金色秋天’的主峰均为
矢车菊素，另有一小峰为飞燕草素（图 1）。叶片转
色后，
‘艳红’及‘金色秋天’花青素苷均以矢车菊
素为主，占 95%以上，此外还含有少量的飞燕草色
素；
‘艳红’中的矢车菊素是‘金色秋天’的 2.6 倍（见
表 6）
。两个良种叶片均未检测到矮牵牛色素、天竺
葵色素、芍药色素和锦葵色素。
2.5 变色过程中叶片可溶性糖的含量
表 7 显示，9 月至 10 月，两无性系叶片中的可
溶性糖含量均小幅上升；变色中期，叶片可溶性糖
含量达到最大；进入变色后期，两无性系叶片的可
溶性糖的含量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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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转色期‘艳红’和‘金色秋天’叶片的可溶性糖的含量
Table 7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colored leaves of ‘Yanhong’
and ‘Jinseqiutian’
mg·g-1
时间(月-日)
艳红
金色秋天
Time(Month-date)
Yanhong
Jinseqiutian
09-15
10.26±0.92c
10.55±0.82c
09-30

11.82±1.28b

10.96±0.98c

10-15

14.21±1.34

a

13.03±0.86b

10-30

15.48±1.26a

16.08±0.93a

11-14

12.05±1.52b

12.31±0.85b

2.6 叶片 pH 值
经测定，
‘艳红’与‘金色秋天’叶片 pH 值均
在 5.75~5.98 之间（具体数据未展示），差异不显著，
表明液泡 pH 值与其叶色无关。

3

讨论与结论

进入变色期，红花槭‘艳红’、‘金色秋天’叶
片分别转变为红色和金黄色。期间，二者叶绿素均
逐渐降解，其中‘金色秋天’在变色末期，叶绿素含
量仅为变色前的 3%左右；‘艳红’、‘金色秋天’的类
胡萝卜素的浓度均显著降低，但相同时期黄叶、红
叶红花槭良种叶片中类胡萝卜素浓度差异不明显；
完全变色后，‘艳红’叶片的花青素苷含量逐渐上升，
分光光度法检测其含量约是变色前的 3 倍，而‘金色
秋天’的花青素苷含量上升较少。HPLC 检测结果表
明，变色后期两个良种叶片中均含矢车菊素和飞燕
草素，且矢车菊素苷含量占 95%以上；‘艳红’中矢
车菊素花青素苷的含量是‘金色秋天’的 2.6 倍，是红
叶形成的关键因子之一。
植物叶片颜色是叶绿素、花青素及类胡萝卜素
等色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色素相关基因的差异表达
引起的色素种类及含量变化决定着叶片颜色[7,23]。
细胞形状和色素分布模式可通过影响光线折射改变
人们的感知[12,24]。研究显示，秋季叶色变红是叶片
大量积累花青素苷的结果[25]。
9 至 10 月鸡爪槭（Acer
palmatum）转色期叶片中叶绿素含量下降、花青素
苷含量上升[26]。黄栌（Cotinus coggygria）叶色变红
与叶绿素质量百分数的下降及花青素苷的上升有
关，而与类胡萝卜素含量无显著相关性[27]。随着叶
片转色，槭树可溶性糖含量先升后降，呈单峰曲线，
其峰值出现在花色素苷的峰值前，暗示可溶性糖是
花青素苷合成的前体物质[3]，细胞中花青素苷的生
物合成与糖类的含量密切相关[14]。而对鸡爪槭变色
期叶片的研究显示，花青素苷与可溶性糖含量之间
不具有正相关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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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可溶性糖的合成与红花槭不同叶
色良种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艳红’大量积累花青素
苷的时，其可溶性糖含量略低于‘金色秋天’，暗示
着可溶性糖有可能是花青素苷合成的前体物质；pH
值差异不显著，两者叶片呈色与 pH 值无关。基于
本研究结果，叶绿素含量的降低与矢车菊素类花青
素苷的合成，是红花槭叶片秋季呈色的主要决定因
素，其中红叶的形成与矢车菊素含量的较大幅度上
升密切相关。
‘艳红’、‘金色秋天’均是从红花槭实生群体中选
育的良种，叶色分明，遗传背景清晰，可较好的解
析内含物质的变化对叶片变色的影响。本研究可丰
富对叶色转色生理机制的认识，今后拟从分子上进
一步探明其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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