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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养分条件下密度对空心莲子草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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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理解在不同养分水平下密度对入侵植物空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的影响，设置
了 3 种养分水平（低、中、高）和 3 种种植密度（低、中、高）对空心莲子草进行温室控制试验。结果显示，养分
水平和密度均对空心莲子草的生物量和光合指标具有显著影响。中养分水平处理下的空心莲子草单株生物量和整盆
总生物量在 3 种不同的种植密度下均最高，但其光合速率以及叶绿素含量在高养分水平处理最高。同一养分水平对
比发现，空心莲子草光合速率均在中等种植密度的处理中达到最大。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空心莲子草的光合作用
和单株生物量会逐渐降低，但整盆的总生物量升高，这些特点可能会有助于空心莲子草发展成单优群落。本研究对
理解空心莲子草及类似入侵植物的入侵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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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nutri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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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vasive plant under different
nutrient conditions, a greenhous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which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was planted at
three population densities (low, medium and high) under various nutrient levels (low, medium and hig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nutrient level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the plant. The biomass
of individual plant and all plants in one pot under medium nutrient level were the highest, while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were the highest at the high nutrient level.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was the highest at
medium population density under every nutrient level. The photosynthesis and biomass of single plant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density, while the total biomass in the whole po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ens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invasion of A. philoxeroides to form monodominant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vasion mechanism of A. philoxeroides and other similar invasive plants.
Key words: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biomass; nutrient level; population density; photosynthesis
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均有很大的影响[1]。入侵种一旦入侵成功，易形成
优势种群。植物的入侵性并不仅仅由其自身的生理
特征或遗传特性所决定，养分水平和种群密度等因
素对其入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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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是植物生长重要因素之一，与资源利用相
关植物特征决定着入侵植物的入侵能力[4]。入侵植物
在入侵到养分丰富的生境时，普遍具有很强的光合
能力和生长能力[5-7]。因此，研究养分水平在植物入
侵过程中的影响对于理解植物入侵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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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入侵植物扩散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种内竞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植株往往会改
变自身的生理特性，例如植株高度、枝条生物量和
叶片生理特征等[8-9]。这种表型可塑性允许入侵者分
配比本地植物更多的营养物质来增加生物量[10]。多
项研究发现，高密度入侵植物的生理指标低于低种
群密度入侵植物[8,11]。植物密度决定了水生无性系
植物在复杂生境中的竞争力[12]。因此，种群密度对
入侵植物的影响也成为了目前入侵生态学研究的核
心问题之一。
空心莲子草是水生入侵植物之一。它是一种原产
于南美洲的无性系杂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13-14]，
它能在水生和陆地生境中进行无性繁殖并迅速扩展[15]。
空心莲子草在中国已有 80 多年的入侵历史，是危害
最大的入侵物种之一[16]。目前，关于其生理特性和
生物化学防治等方面研究较多[17-18]。许多研究表明，
如果植物具有较高的光合速率，它通常生长和繁殖
迅速[19]。此外，入侵植物的竞争力与光合作用能力
密切相关，它们往往通过增加分枝的光合作用来增
强入侵能力[20]。因此，研究空心莲子草的光合能力
对于了解入侵植物的潜力和制定适当的防治策略至
关重要。

Table 1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低养分（A）
Low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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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研究比较了不同氮磷供给下空心莲子草
与本地植物的生长情况，发现养分是影响空心莲子
草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不是氮磷比[3]。因此，为
了了解在不同养分水平下，种植密度的增加是否会
抑制空心莲子草的生长以及养分水平和种植密度如
何影响其生长，本研究采用养分水平与种植密度相
结合的温室实验方法，探讨不同养分条件下，密度
对入侵植物空心莲子草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及试验设计
空心莲子草幼苗于 2017 年 7 月从山东省南四湖湿
地公园采集。幼苗在山东大学房干实验站(36°26'N,
117°27'E)的温室大棚中培养 1 周。试验采用沙培法，
种植前对所需河沙进行彻底冲洗。选择茎长约 11 cm
的幼苗，
移植入加有 7 kg 河沙的实验盆中(h: 23.5 cm;
d: 22 cm)。本试验设定两个因素：河沙的养分水平和
空心莲子草的种植密度。根据添加的养分不同分为
低、中、高 3 个层次，分别标记为 A、B、C；根据
每盆种植的幼苗株数的不同分为低、中、高 3 个梯
度。共有 9 个处理组合，每个处理组合包括 5 个重
复。实验中养分水平和种植密度设置见表 1。

表 1 不同养分水平和空心莲子草种植密度的设置
Nutrient levels and planting densitie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treatments
施肥量/g·kg-1 河沙
种植密度
种植株数/株·盆-1
TN/g·kg-1 河沙
TN sand
Fertilizing amount
Planting density
Planting number
1
低密度 Low density
2.5
0.5
2
中密度 Medium density

中养分（B）
Medium nutrient

0.7

高养分（C）
High nutrient

2.1

3.5

10.5

本试验采用与采集地南四湖具有相近氮磷比的
复合肥为养分来源。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本试验
中的中养分梯度最适合空心莲子草的生长，并且经
过初步试验确定了低、高养分水平[18]。试验过程中，
为了确保空心莲子草的正常生长，并且不会导致肥
料的流失，每天添加 200 mL 水。在施肥时，先将
肥料碾磨成粉末状，每次溶解一半在 200 mL 的水
中，分 2 d 进行添加，防止一次性添加对植物造成
破坏。其中，低养分水平仅在试验开始的第 1 周添
加化肥，之后不再加入；中、高养分水平在试验期

高密度 High density

4

低密度 Low density

1

中密度 Medium density

2

高密度 High density

4

低密度 Low density

1

中密度 Medium density

2

高密度 High density

4

间每 2 周添加 1 次，每次分 2 d 添加。试验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20 日。
1.2 光合速率及光响应曲线的测定
试验收获前 2 周，选取空心莲子草主株的第 3
节成熟叶片，使用美国 LI-COR 公司生产的 LI-6800
便携式光合系统测定每组空心莲子草的光合特性。
测定条件：CO2 浓度为 385 µmol·mol-1，测定光强为
1 000 µmol·m2·s-1。测定每个处理下空心莲子草的光
合速率[21]。
设置光量子通量密度（PPED）分别为 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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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 000、800、600、400、200、100 和 0
µmol·m2·s-1，测定其光响应曲线。光响应曲线的拟
合采用非直角双曲线模型，该模型公式为：
Pn 

I  Pn max  (I  Pn max) 2  4 IPn max
 Rd
2

其中，α为表观量子率；I 为光量子通量密
度；Pnmax 为最大光合速率；Rd 为暗呼吸速率；θ
为反映光响应曲线的弯曲程度的曲角参数，取值
0≤θ≤1[22]。根据光响应曲线，计算各处理下空心
莲子草的光补偿点(LCP)和光饱和点(LSP)。
1.3 总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选取每组处理中测定光合的同一叶片，轻轻擦
拭干净后，用打孔器在每片叶片上取 5 片大小相同
的圆形小叶片，用体积分数 95%的乙醇溶液置于黑
暗环境中浸提叶绿素，待叶片全部变白后，用分光
光度计测定萃取液的吸光光度值，测定波长分别 649
nm 和 665 nm。将测定得到的吸光值代入以下公式：
Ca  13.95 A665  6.88 A649
Cb  24.96 A649  7.32 A665
Cr  Ca  Cb  18.08 A649  6.63 A665
式中，Ca、Cb、Cr 分别代表叶绿素 a、叶绿素
b 以及总叶绿素的浓度，mg·L-1; A649、A665 分别代表
波长 649 nm 和 665 nm 下的吸光度。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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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空心莲子草比叶面积（SLA）的测定
收获前，随机选取各处理 20 片成熟叶片，擦拭
干净，平放在扫描仪上。利用 Photoshop 软件确定
叶面积。叶面积=叶像素/背景像素的百分比×背景
纸张面积[23]。SLA =叶面积/叶干重。
1.5 空心莲子草生物量指标的测定
试验结束时，将各处理的植株的根冲洗干净。
将各处理下的叶、茎、根分别装入信封袋中，多株
处理的空心莲子草分别装在不同的信封袋中，编号，
放入 80℃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后进行称重，记录各
部分的干重。
1.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生物量、光合速率、SLA
和总叶绿素含量等不同变量的数据进行双因素方差
分析(表 2)，所有实验数据的显著性检验均在 P <
0.05 水平进行。使用 Origin 8.5 软件绘制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养分水平下，密度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指
数的影响
结果表明，养分水平与植株密度的交互作用对
单株叶生物量、单株生物量、整盆叶片生物量和整
盆生物量均有显著影响(表 2)。

表 2 养分水平和种植密度以及其交互作用对空心莲子草实验指标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two-factor variance of nutrient level and planting density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experimental indexe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df
F
P
类别 Index
因素 Factor

单株叶生物量
Single leaf biomass
单株生物量
Single plant biomass
整盆叶生物量
Total leaf biomass
整盆生物量
Total biomass
比叶面积
Specific leaf area
光合速率
Photosynthetic rate
总叶绿素含量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养分水平 Planting density×Nutrient level

2
2
4
2
2
4
2
2
4
2
2
4
2
2
4
2
2
4
2
2
4

56.564
114.140
7.131
201.859
97.273
17.055
25.660
108.667
5.568
28.790
68.308
3.485
49.876
195.844
1.751
35.230
42.370
3.346
10.451
156.668
0.5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17
<0.001
<0.001
0.160
<0.001
<0.001
0.020
<0.001
<0.001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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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显著下降(表 3)。而每盆中的空心莲子草总叶生
物量和总生物量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均有增加(表
3)。

在每一组养分水平处理下，单株生物量在 3 种
不同的种植密度下均有显著差异(表 3)。3 种养分水
平下，单株叶生物量和单株生物量随着种植密度的

表 3 不同养分水平和不同密度处理下空心莲子草的生物量指数
Table 3 The biomass indexe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nutrient levels and plant densities
处理
单株叶生物量
整盆叶生物量
单株生物量
整盆生物量
Treatment
Single leaf biomass
Total leaf biomass
Single plant biomass
Total biomass
A1
2.90±0.56e
22.83±3.35b
22.83±3.35d
2.90±0.56d
A2

1.97±0.43e

3.94±0.88e

19.32±0.91c

38.64±1.83b

A4

1.51±0.33

e

d

de

39.03±8.25b

B1

11.61±1.05a

11.61±1.05bc

40.52±3.03a

40.52±3.03b

B2

7.21±2.13

bc

b

b

44.16±6.36b

B4

5.35±0.92c

21.38±3.66a

14.41±2.14cd

57.65±8.56a

C1

7.49±1.53

b

cd

b

21.38±2.60d

C2

5.06±0.63c

10.11±1.26c

11.91±2.13d

23.83±4.26d

C4

de

bc

2.81±0.77

5.80±1.30

14.42±4.25
7.49±1.53

11.25±3.07

9.76±2.06

22.08±3.18
21.38±2.60
7.83±0.91

e

g

31.30±3.64c

注：*A、B 和 C: 低、中和高养分水平；1、2 和 4：每个实验盆中植株的株数。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形式。不同
字母代表有显著性差异（P<0.05）。
Note: *A, B and C: low, medium and high nutrient level; 1, 2 and 4: the number of plants in each pot. Values are presented as
means ±SD.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A、B 和 C：低、中和高
养分水平；1、2 和 4：每个实验盆中植株的株数。下同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
B and C: low, medium and high nutrient level; 1, 2 and 4: the
number of plants in each pot.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养分水平和不同密度处理下空心莲子草的比叶
面积
Figure 1 The SLA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nutrient levels and planting densities

2.2 不同养分水平下，密度对空心莲子草比叶面积
的影响
根据双因素方差分析，养分水平与植株密度对
空心莲子草比叶面积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表 2)。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空心莲子草的比叶面
积随着养分水平的增加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且
养分的变化对其比叶面积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的

种植密度对空心莲子草的比叶面积也具有一定的影
响，在中种植密度下，其值最大；高种植密度下，
其值最小，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图 1）。
2.3 不同养分水平下，密度对空心莲子草光合速率
和总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养分水平和种植密度对
空心莲子草光合速率有明显的交互作用，而对其总
叶绿素含量没有显著作用(表 2)。
空心莲子草的光合速率和总叶绿素含量的分
析显示，两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随着养
分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图 2-A；图 2-B)。同一养分
水平处理下，中种植密度下的光合速率最高，同时
高密度下最低且与其余两种密度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图 2-A)。中养分和高养分的叶绿素总含量有明显差
异(图 2-B)。在高养分水平下，空心莲子草叶绿素总
含量最高；在种植密度指标下，种植密度为中等梯
度时，空心莲子草叶绿素总含量最高(图 2-B)。
2.4 不同养分水平下，密度对空心莲子草光响应曲
线的影响
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测得数据进行分析、拟
合，各组处理下的光响应曲线拟合系数（R2）均大
于 0.9，表明曲线拟合度较好，可以较真实地反映各
处理组的光合特性。
通过光响应曲线的参数分析，可以发现，随着
养分水平的增加，空心莲子草的 Pnmax 均有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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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加，故在高养分水平处理下的其值最高（表
4）。在同一养分条件下，中种植密度下的空心莲子
草 Pnmax 最大，高种植密度下其值最小（表 4）。此
外，在 3 种不同的养分处理中，3 种不同的种植密
度之间的 Pnmax 均有显著差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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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养分处理下空心莲子草的 LCP 和 LSP 均
在中等种植密度时最大。在比较同一种植密度，可
以发现，LCP、LSP 均随着养分水平的增加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图 2 不同养分水平和不同密度处理下空心莲子草光合速率和总叶绿素含量
Figure 2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in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nutrient levels and plant densities

Table 4

表 4 不同养分水平和种植密度处理下空心莲子草光响应曲线参数
Light response curve parameter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at different nutrient levels and planting densities

处理 Treatment

3

Pnmax

LCP
g

250.21±14.90e

A1

4.79±0.30

A2

6.08±0.28f

56.39±4.46f

283.08±9.79d

A4

3.77±0.25h

40.68±3.92h

205.30±16.82f

B1

e

7.55±0.34

65.48±3.67

e

B2

8.34±0.50d

72.2±2.951d

341.17±13.12b

B4

6.25±0.18f

45.86±1.42g

238.56±4.46e

C1

11.31±0.43b

91.21±4.79b

377.10±30.20ab

C2

13.40±0.56a

117.73±2.47a

392.55±6.47a

C4

10.00±0.82c

84.09±4.33c

355.47±21.62b

讨论

在本研究中，养分和种植密度对空心莲子草生
物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相同的种植密度下，增
加养分可以促进空心莲子的生物量积累[24]。空心莲
子草整盆生物量在中养分水平处理下最高，说明养
分过高可能对空心莲子草的生长初期产生一定的副
作用。此外，在同一养分水平下，虽然单株生物量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减少，但每个实验盆中的总
生物量却有所增加，这一点可能会提高空心莲子草
的生存和生长能力。
此外，根据空心莲子草的叶生物量，分析了植
物的比叶面积。比叶面积是植物叶片的重要性状之
一，反映了植物获取外界资源的能力，与植物的生
长和生存策略密切相关。在本研究中，随着养分水
平的增加，空心莲子草的比叶面积均有增加，推测

51.54±4.60

LSP
fg

307.15±8.56c

是因为养分增加的情况下植物生长更好，导致植物
对光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会增加其叶面积，而低
养分条件下，比叶面积低的植物才能够更好地适应
比较恶劣的环境条件。同样，种植密度的增加对空
心莲子草比叶面积的增加有着不同的影响。研究发
现，在中等种植密度下其值最大。并且，虽然在低
种植密度和中种植密度下总叶生物量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但在中、高养分水平下比叶面积在这两种种
植密度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一方面，可以总结出中
等种植密度可以在养分丰富的条件下显著提高空心
莲子草的叶面积以达到更好的生长。另一方面，比
叶面积可以反映植物叶片在强光下截光和自我保护
的能力[25]。它与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密切相
关[26]。因此，推断在中等种植密度下，空心莲子草
的净光合速率较高。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各处
理下空心莲子草的光合速率，以验证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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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各处理下植株的光合速率随着养
分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27]。
3 种植物密度处理中，中密度处理的光合速率最高，
与高密度处理的光合速率差异显著。推测可能是由
于在高种植密度下叶片密集，植株间相互遮荫从而
形成弱光环境不利于光能的利用，因而降低了光合
速率。同时有研究表明，种植密度对于光合色素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其形成的光环境有关，
更主要的是植株间对养分的竞争，因此低种植密度
的光合速率反而小于中种植密度[28]。此外，空心莲
子草总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有相同的趋势，说明在种
植密度中等的情况下，植物具有较强的获取和利用
光资源以满足其生长的能力[29]。
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养分条件下种植密度对空
心莲子草光合特性的影响，研究了空心莲子草的光
响应曲线参数。最大光合速率(Pnmax)、光补偿点
(LCP)和光饱和点(LSP)等光合参数是研究植物快速
生长的重要科学依据[30]。光饱和点(LSP)能够反映植
物对强光的适应性；光补偿点(LCP)越低，弱光条件
下的正常光合作用越好；最大净光合速率(Pnmax)反
映了不同处理下空心莲子草对强光的利用能力。植
株光合参数随养分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这与之前的
研究相似[31]，表明养分的增加将提高空心莲子草对
强光的利用能力。说明在高养分水平下，生物可能
需要更高的光强来产生更多的生物量，这可能就是
为什么高养分水平下空心莲子草的光合速率最高，
但生物量低于中养分水平的原因。在低养分水平下，
中、低种植密度的 LCP 无明显差异，说明在低养分
条件下，空心莲子草主要通过利用低光照来满足其
生长需要。此外，在 3 种养分水平下，种植密度中
等的空心莲子草 Pnmax 和 LSP 最大，说明在此处理
下空心莲子草对强光的利用能力和适应性最强。这
也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在中等密度下，空心莲子草
可以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光资源，产生更多的生物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 3 种养分水平处理
下，中密度空心莲子草的 SLA、光合速率和总叶绿
素含量最高。这个结果说明，在不同的养分条件下，
与低密度和高密度相比，中密度条件能更好地提高
空心莲子的光合特性以满足其生长需要。此外，在
同一养分梯度下，虽然单株生物量、SLA、光合速
率和总叶绿素含量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但
整个实验盆中的生物量均有增加的趋势。这些特性
可能会增加空心莲子草的相对密度以增加其竞争优
势，有助于空心莲子草种群发展为单优群落。本研
究对理解空心莲子草及类似入侵植物的入侵机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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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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