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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江淮丘陵地区 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光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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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安徽省江淮丘陵地区长山核桃结果期的光合特性及差异性，利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仪对
波尼(Pawnee)、马汉(Mahan)和威奇塔（Wichita）3 个主栽品种的光合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3 个品种的 Pn、Gs
和 Tr 日变化曲线均呈不对称双峰型，Ci 日变化曲线呈不规则倒“W”型；Pn 日变化平均值大小依次为威奇塔＞马汉＞波尼，
说明威奇塔的光合利用能力要强于马汉和波尼；WUE 日变化平均值由大到小顺序依次为威奇塔、波尼及马汉，说明
马汉抗旱能力要弱于其他品种；威奇塔的最大净光合速率（Amax ）和光饱和点（LSP）分别为 14.708 和 1 973.75
，光补偿点（LCP）则显著低于其他品种（P < 0.05）
，表明威奇塔对光的
μmol·m-2·s-1，显著高于其他品种（P < 0.05）
利用范围广，且对弱光环境的适应性强，栽培范围广；3 个品种的表观量子效率（AQY）和暗呼吸速率（Rd）无显著
差异性（P>0.05）
；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表明，光合有效辐射（PAR）和大气 CO2 浓度是影响 3 个长山核桃品种 Pn 日
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将帮助确定冠层光截存的最优水平，为长山核桃结果期发展冠层管理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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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pecan cultivars
in Jianghuai hilly region, Anhui Province
WANG Lujun1, ZHOU Misheng1, CAI Xinling1, SHEN Juncheng2, XIAO Li3, WANG Chen3,
DU Jie3, HU Fangwei3, YANG Rong3, LIU Xijun3
(1. Anhui Academy of Forestry, Hefei 230031; 2. Anhui Shunyuan Agriculture Co., Ltd., Hefei 231137;
3. School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 fruiting period of pecan, we measured the
photosynthetic indices of 10-year-old grafted pecan plants of three pecan main cultivars (Pawnee, Mahan and
Wichita) grown in Jianghuai hilly region of Anhui Province using Li-6400 portable photosynthesis system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morphological trait o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transpiration rate (Tr) of three cultivars showed a strong asymmetric and bimodal distribution, while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showed an irregular inverted "W" pattern with two peaks at 10:00 and 16:00. The order of
three diurnal average values of WUE in pecan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was Wichita, Pawnee and Mandan,
showing that 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Mahan was weaker than that of other cultivars. Wichita had the 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max) and light saturation point (LSP) with 14.708 and 1 973.75 μmol·m-2·s-1, separat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cultivars (P < 0.05). However, the light compensation
point ( LCP) of Wichit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two cultivars (P < 0.05), which indicated that Wichita
had the highest light use efficiency and photosynthetic rate under the low light environment.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th apparent quantum yield (AQY) and dark respiration rate among three cultivars (P > 0.05).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photosynthetically available radiation (PAR) and the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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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were the main impact factors. These results would help determine the optimal levels of canopy light
interception and develop canopy management practices.
Key words: pecan (Carya illinoensis);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diurnal variation; photosynthesis
light-response curve; correlation analysis
长 山 核 桃 [Carya illinoinensis(Wangenh.) K.
Koch]，又名薄壳山核桃、美国山核桃，商品名为“碧
根果”，属胡桃科（Julandaceae)山核桃属（Carya
Nutt）植物，原产美国和墨西哥北部，是著名的木
本油料树种和世界重要的干果树种之一[1-2]，兼有食
用、材用、观赏等特性。长山核桃坚果因可食用性
已广泛栽培世界温带气候区域[3]。长山核桃具有坚
果大、壳薄、出仁率高、油脂含量高及经济价值高
等特点，我国引种长山核桃栽培历史超过 100 年。
长山核桃树姿挺拔、树形高大、优美且木材纹理细
密，还可作为材用树种和优良的绿化树种[2, 4]。 截
至 2019 年，全国长山核桃发展规模接近 667 km2,
主要发展区域是安徽、云南和江苏等省。近几年，
国内长山核桃发展十分迅速，已从国外采购了大量
种子，进一步推动了国外长山核桃的市场发展[5]。
安徽省长山核桃规模化发展始于 2013 年，目前发展
规模占到全国栽植面积一半左右，其中江淮丘陵地
区是安徽省长山核桃发展重点区域。
作为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品种选择是保障经
济收益的关键环节，国内已引进和选育的长山核桃
品种超过 100 个[6]，因此，评价各个品种在不同地
区的生长表现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国内栽植面积
较为广泛的品种有马汉（Mahan）、波尼（Pawnee）
和威奇塔（Wichita）等。“马汉”起源于美国密西西
比州，为雌先型品种, 因具有大果型、壳薄等特点，
已作为美国长山核桃种植主要栽培种之一[7]，我国
于 1982 年将其引入浙江地区栽培，也是最早引进的
品种之一[8]。自 1930 年起，“马汉”成为美国农业部
长山核桃育种计划常用的亲本之一，其中波尼和威
奇塔均是马汉的子代[1]。
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物质积累过程，也是植物
生长发育和开花结实的基础，可作为评价品种选育
的重要指标之一[9]。关于长山核桃的不同品种光合
特性研究已有一些报道[6,10-15]，重点是对不同品种苗
期的光合生理特征进行的探讨，但尚缺乏对区域品
种结果期的光合特征研究。因此，作者以江淮丘陵
地区处于结果期的 3 个长山核桃主栽品种作为研究
对象，通过测定分析其生理指标差异性，以期确定
冠层光截存的最优水平，为长山核桃结果期发展冠
层管理实践与推广提供理论与生产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置在江淮丘陵地区的合肥市长丰县青
峰岭村安徽顺源农业有限公司长山核桃试验基地，
种植面积 1.33 km2，地处北纬 32°08′，东经 117°02′。
研究区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为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
年平均降水量 900～1 000 mm，年相对湿度 75%，
年均温度 15.7 ℃，年日照时效 2 400 h，无霜期达到
230 d，地带性土壤为粘盘黄棕壤、黄褐色土，质地
粘重，易旱、易渍。
1.2 供试材料
试验材料为波尼、马汉和威奇塔 3 个品种， 2014
年造林，
造林苗木为 2+2 嫁接苗，
株行距为 4 m × 8 m，
林间套种小麦和大豆作物，树高 6.5～7.5 m，冠幅
直径 7～8 m，地径为 14.5～16.5 cm，单株产量 10～
15 kg，试验基地树木实施了夏季轻剪、秋季施复合
肥等日常管理措施。
1.3 方法
1.3.1 光合指标测定 2018 年 8 月 16—17 日，天
气晴朗无云，利用 Li-6400（LI-COR，Lincoln, USA）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测定长山核桃光合指标。每个品
种标记生长正常的 3 株作为待测株，每株测定 5 枚
树冠中层不同方向且无病虫害和完整的叶片。测定
时间从 6:00 到 18:00，每片叶隔 2 h 测定 1 次，取
平均值。光合指标有净光合速率（Pn ）、气孔导度
（Gs）、胞间 CO2 浓度（Ci）、蒸腾速率（Tr），及光
合有效辐射（PAR）、空气中的温度（Ta）、CO2 浓
度和相对湿度（RH）等环境因子指标。水分利用效
率公式：WUE=Pn /Tr 。
1.3.2 光响应曲线测定及拟合 光响应曲线测定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进行，每株待测株测定一枚叶片，
重复 3 次，测定时间为 9:00—12:00，气体流量设定
500 μmol·s -1。采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仪 LED 红蓝
光源，设置光照强度在 0～1 800 范围内 11 个梯度，
分别为 0、20、50、100、150、200、500、800、1 000、
1 500 和 1 800 μmol·m-2·s -1，每次间隔 90 s，仪器自
动记录相应的 Pn 值。根据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9]，
对最大净光合速率（Amax）、光补偿点（LCP）、光饱
和点（LSP）、暗呼吸速率（Rd）及表观量子效率（A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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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光合参数进行拟合。
1.3.3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统计分析运用 Excel2016
和 SPSS25.0 软件，利用 Origin8.0 软件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环境因子日变化
由 图 1a 可 知 ， 光 合 有 效 辐 射 （ PAR ） 在
6:00—12:00 持续上升，12:00 达到最大值（1 101.5
μmol·m-2·s -1 ），在 18:00 时 PAR 值下降为 91.4
μmol·m-2·s -1，接近于 6:00 时的 PAR 值。CO2 浓度变
化早晨达到最高值（440.7 μmol·mol-1）
，之后逐渐下

Figure 1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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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 14:00 时后，逐渐上升（图 1b）
。大气温度（Ta）
日变化趋势与 PAR 变化趋势一致，6:00 时温度最低
（32.6℃）
，12:00 时达到最高值（40.6℃）
，之后逐
渐降低，18:00 时降到了 36.2℃，总体温度较高(图
1c)。图 1d 反映了相对湿度（RH）的日变化趋势，
从 6: 00（70.4%）至 12: 00 呈下降趋势，12: 00 时降
至最低值（50.5%）
，随着气温下降，RH 值略有回升，
18:00 时 RH 值为 58.9%。空气中的 CO2 浓度在 6:00
达到最大值（440.7 μmol·mol-1）
，之后呈现下降和升
高趋势。

图 1 环境因子指标日变化
Diurnal vari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 indexes

图 2 安徽江淮丘陵地区 3 个长山核桃品种光合日变化
Comparison of the diurnal variations of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3 Carya illinoensis cultivars in Jianghuai hilly regio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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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山核桃 3 个品种光合参数指标的日变化比较
净光合速率（Pn）是指植物总光合速率与呼吸
速率的差值，受到外界环境条件和内部因素的综合
影响，其大小反映了植物光合作用能力强弱[7]。由图
2a 可知，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 Pn 日变化呈现不对称
“双峰型”曲线，具有明显的“光午休”现象，与其他学
者对长山核桃净光合速率日变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6,10]。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 Pn 值在 10:00 时出现了
第一峰值，波尼、马汉和威奇塔的峰值分别为 10.76、
11.86 和 14.74 μmol·m-2·s -1；随着光强的增加和温度
的升高，3 个长山核桃品种 Pn 值下降趋势明显，至
14:00 时，Pn 值下降到一个较低状态；不同品种在
16:00 出现了第二小峰值，之后受到光照强度降低和
气孔导度下降的影响，Pn 值逐渐下降。3 个长山核桃
品种 Pn 日变化平均值大小依次为威奇塔（5.24
μmol·m-2·s -1）＞马汉（4.83 μmol·m-2·s -1）＞波尼（4.81
μmol·m-2·s -1）
，说明威奇塔的光合利用能力要强于马
汉和波尼。气孔导度（Gs）表示气孔张开的程度，
与 CO2 浓度具有一定关系，反映了植物叶片传导能
力，其变化规律与外界环境因子变化有关，对植物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呼吸速率具有一定影响[16-17]。
图 2b 反映了波尼、
马汉和威奇塔的 Gs 的日变化趋势，
呈双峰曲线，其中马汉和威奇塔第一和第二峰值分
别在 10:00 和 16:00 时，而波尼的第一峰值出现在
12:00，比马汉和威奇塔延迟 2 h 出现，峰值低于威
奇塔而高于马汉。3 个品种的胞间 CO2 浓度（Ci）日
变化曲线与 Pn 日变化曲线相反，呈不规则的倒“W”
型，早晚高于其他时间段，3 个品种差异不明显，与
外界 CO2 浓度日变化趋势相似(图 2c)。随着温度升
高、光合有效辐射增加及气孔开张程度增强，Ci 在
早晨保持一个较高值，随后下降，在 10:00 时，此时
净光合速率达到最高值，Ci 值降到最低，在 16:00 时
之后，随着光合有效辐射降低，光合速率逐渐降低，
3 个品种出现了缓慢上升阶段。Tr 表示植物叶片单位
面积在一时间蒸腾的水量，其值大小反映植物对水
分调节能力，可以防止叶片温度承受过高的温度而
造成灼烧的现象[18-19]。3 个品种蒸腾速率（Tr）日变
化曲线呈双峰型，在 6:00 后，随着温度升高和空气
湿度下降，蒸腾作用增强，威奇塔和马汉在 10:00 达
到最高值，分别为 5.8 和 4.5 μmol·m-2·s -1，波尼在
12:00 达到了峰值（5.39 μmol·m-2·s -1）
，其值低于威
奇塔高于马汉，在 16:00 时，3 个品种达到了第 2 个
峰值，之后随着光照强度减弱、温度降低和湿度增
加，Tr 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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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分利用效率日变化（WUE）
不同长山核桃品种 WUE 日变化曲线结果（图
3）显示，3 个长山核桃的 WUE 日变化趋势相似，
在 8: 00 时均达到最高值，原因是此时由于光照强度
增强、温度逐渐升高、气孔导度较低、空气相对湿
度较大、蒸腾速率处于低水平及净光合速率增加较
快。之后随着光照强度增加、温度上升、空气相对
湿度下降及蒸腾速率上升等原因，WUE 值明显下
降，16: 00 时略有回升，随后呈下降趋势。3 个品种
WUE 日变化平均值由大到小顺序依次为威奇塔
（1.93 μmol·mmol -1）、波尼（1.77 μmol·mmol -1）及
马汉（1.60 μmol·mmol -1）。

图 3 江淮丘陵地区 3 个长山核桃品种水分利用效率日变化
Figure 3 The diurnal variations of water use efficiencies of 3
pecan cultivars in Jianghuai hilly region

图 4 江淮丘陵地区 3 个长山核桃光响应曲线
Figure 4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3 Carya illinoensis cultivars in Jianghuai hilly region

2.4 长山核桃光响应曲线的比较
处于结果期的 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光响应曲线
如图 4 所示：3 个品种的光响应曲线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在光合有效辐射小于 200 μmol·m-2·s-1 时，Pn
值与 PAR 呈线性关系，随着光合有效辐射增强，Pn
值迅速增加，当 PAR 超过 1 000 μmol·m-2·s-1 时，Pn
值的上升趋势趋于平缓。由图 4 可知，当 PAR 大于
100 μmol·m-2·s-1 时，威奇塔品种的 Pn 值一直高于马
汉和波尼品种，说明威奇塔对光的利用能力强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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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 个品种，更适合在光照资源丰富的地区栽培。
当 PAR 大于 1 200 μmol·m-2·s-1 时，马汉的光响应曲
线出现向下弯曲趋势，可能达到了光饱和，出现光
抑制现象。
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光合-光响应特征参数见表
1。表观量子效率（AQY）指标反映植物叶片在弱光
条件下的光合能力，而暗呼吸速率（Rd）与叶片的
生理活性有关[20]。威奇塔的 AQY 和 Rd 值均高于其他
2 个品种，威奇塔的 AQY 和 Rd 比马汉分别高 30.23%
和 26.67%，但 3 个品种间的 AQY 和 Rd 无显著差异
（P>0.05）。最大净光合速率（Amax）反映了叶片最
大光合能力，威奇塔的 Amax 值为 14.71 μmol·m-2·s-1，

Table 1
品种
Culti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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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尼和马汉分别为 9.82 和 8.57 μmol·m-2·s-1，波尼
和马汉无显著差异（P > 0.05），分别与威奇塔呈显
著差异（P<0.05）。光补偿点（LCP）和光饱和点（LSP）
反映植物叶片对强光和弱光的利用能力，光饱和点
低、光补偿点高的植物对光强的适应范围窄，而光
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植物对光强的适应范围广
[6]
。由表 1 可知，威奇塔的 LCP 和 LSP 与波尼和马汉
存在显著差异，其 LSP 值高于其他两个品种，而 LCP
低于波尼和马汉，说明威奇塔对强光和弱光利用范
围宽，马汉的 LCP 和 LSP 分别为 36.793 和 1 208.710
μmol·m-2·s-1，其中 LCP 值在 3 个品种最高，而 LSP
最低，说明马汉的光强适应范围比波尼和威奇塔窄。

表 1 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光合-光响应特征参数比较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arameters of photosynthetic-light response of 3 pecan cultivars
最大净光合效率/
光补偿点/
表观量子效率
暗呼吸速率/
光饱和点/
-2·s-1
μmol·m-2·s-1
μmol·m
-2
-1
AQY
μmol·m ·s Rd
μmol·m-2·s-1 LSP
Amax
LCP

波尼 Pawnee

0.03±0.002a

9.82±0.805a

1.95±0.044a

34.70±2.071a

1 733.48±98.913a

马汉 Mandan

0.03±0.003a

8.57±0.669a

1.64±0.203a

36.79±6.219a

1 208.71±65.146a

威奇塔 Wichita

0.04±0.007a

14.71±1.129b

2.24±0.282a

29.79±2.213b

1 973.75±100.543b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品种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Different lowercases at the same column refer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cultivars at the 0.05 level.

Table 2
品种
Cultivar

表 2 3 个长山核桃品种的净光合速率与生态因子相关性和通径分析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path analyses o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of 3 pecan cultivars and ecological factors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直接通径系数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光辐射
PAR

气温
Ta

CO2 浓度
CO2 content

相对湿度
RH

波尼

0.88*

0.35

-0.86*

-0.26

0.95

0.37

马汉

0.74*

0.08

-0.89*

0.22

0.96

0.43

0.73*
威奇塔
* P<0.05.

0.21

-0.86*

-0.04

0.97

0.26

0.25

2.5 净光合速率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3 个江淮丘陵地区长山核桃品种不同时间段的
净光合速率（Pn）、光合有效辐射（PAR）与大气温
度（Ta）、大气 CO2 浓度及大气相对湿度（RH）4
个生态因子的相关分析与通径分析结果（表 2）显
示，3 个品种的 Pn 与 PAR、大气 CO2 浓度分别呈显
著正相关和显著负相关（P < 0.05）
，而与气温、相
对湿度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水平。通径分析表明，
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在 0.95～0.97，说明除了 4
个生态因子外，尚有其他因素对净光合速率产生影
响。3 个品种的 PAR 与大气温度的直接通径系数均
为正值，除了马汉外，二者基本接近。大气 CO2 浓
度的直接通径系数（波尼为正值）多为负数，大气
湿度 RH 的通径系数（威奇塔为负值）多为正值，
但相对均较小。因此，PAR 和大气 CO2 浓度对净光

决定系数
R2

光辐射
PAR

CO2 浓度
CO2 content

相对湿度
RH

0.35

0.04

0.15

0.03

-0.72

0.02

-0.85

-0.06

气温
Ta

合作用速率影响最大。

3

讨论与结论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长山核桃品种的光合作用
日变化与光合光响应曲线在相同的外界条件或不同
地理区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可能与品种长期
对外界的环境适应及基因型差异有关[6, 21-22]。光合
作用日变化曲线大致有 3 种类型：单峰曲线、双峰
曲线和三峰曲线[23]。从图 2 中可以看出，3 个品种
的 Pn、Gs 和 Tr 指标的日变化曲线呈不规则的双峰
型，Ci 日变化曲线呈不规则倒“W”型；Pn、Gs 和
Tr 3 个指标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均与 Ci 呈负相关。
从 3 个品种光合参数指标日变化结果中可以看出，
Pn 日变化平均值大小依次为威奇塔＞马汉＞波尼，
说明威奇塔的光合利用能力要强于马汉和波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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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均在 14:00 时出现了明显的“午休”现象是
植物对外界环境做出的生理反应，主要是由于中午
时刻的光强和温度过高，导致叶片胞间 CO2 迅速下
降及气孔关闭的自我保护，这与以往研究者对长山
核桃的研究结果相似[6,10]。光合作用的限制因子受
到气孔和非气孔限制，当气孔导度和胞间 CO2 同时
下降时，气孔限制引起净光合速率的下降，如果胞
间 CO2 浓度升高，净光合速率值下降，则非气孔因
素限制了光合作用[24]。根据 3 个品种的 Pn、Gs 和 Ci
日变化可知，在 Pn 降低的过程中，伴随 Gs 下降和 Ci
升高，说明 3 个长山核桃品种在中午时刻的 Pn 下降受
到气孔和由叶肉细胞活性变化的非气孔因素限制[23]，
安徽省江淮丘陵地区在夏季易出现干旱和高温天
气。因此，在长山核桃管理中合理喷灌，可有效调
节外界环境因子，减轻“午休”现象，提高光合效
率和树体营养物质的积累，利于长山核桃生长发育
和提高效益。
光合-光响应曲线是反映光照强度对光合速率
影响的曲线。目前，常用直角双曲线、非直角双线
和直角双曲线修正等模型来模拟植物光响应曲线，
并用来估算光饱和点、光补偿点、净最大光合速率、
暗呼吸速率和表观量子效率等生理指标。不同模型
各有优缺点，如直角曲线和非直角曲线模型在估算
受到光抑制的树种时，最大净光合速率偏大和光饱
和点遍低，而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可以更好的估算
出光饱和点[25-26]。本试验采用直角双线修正模型所
获得结果能较好地模拟 3 个长山核桃核桃品种的光
合-光响应曲线，这与李晓锐等人对长山核桃不同品
种光响应模型拟合结果相一致[12]。由图 2 和表 2 可
知，最大净光合速率和光饱和点以威奇塔最高，波
尼次之，马汉最低。最大净光合速率和光饱和点是
用来反映植物在强光下的光合效率[21]，可见威奇塔
对强光的适应能力较强。表观量子效率和光补偿点
是反映植物对弱光的利用能力的指标[6]。由表 2 还
可知，威奇塔的表观量子效率高于波尼和马汉，而
光补偿点低于波尼和马汉，说明威奇塔利用弱光能
力强，结合最大净光合速率和光饱和点指标，威奇
塔的光利用范围比波尼和马汉要宽，能较好地适应
强光和弱光环境。何海洋等[6]对威奇塔、波尼和马
汉等 5 个品种一年生嫁接苗光合特性研究中得出马
汉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和光饱和点高于威奇塔和波
尼，这与本次试验结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是所测的
环境条件和树龄不一样。2018 年安徽省江淮丘陵地
区自 7 月份持续高温干旱 3～4 个月，通过调研发现，
10 年油茶林分死亡率达到 70%，长山核桃出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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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落果现象，而干旱会导致植物叶片叶肉细胞
膜损伤、叶绿素含量下降及光合系统损伤，从而使
植物的光合速率下降[27]。水分利用效率（WUE）可
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抗旱性指标，WUE 越高，说明植
物抗旱性能越强[28]。由图 3 可知，马汉的 WUE 低
于威奇塔和波尼，说明马汉的抗旱能力较低，可能
对马汉的光合速率产生较大影响。李永荣等[29]对南
京地区 3 个品种果实形状进行分析，发现马汉（11.36
g）的单果重要远远高于威奇塔（7.72 g）和波尼（7.10
g），其中马汉对水肥要求更高，水分不足易导致大
量落果和形成大小年现象[8]。后续可以通过合理灌
溉及研究相关土壤理化性质来进一步分析不同品种
的光合效率。
对 3 个长山核桃品种不同时间段的 Pn 与 PAR、
Ta、RH 及大气 CO2 浓度进行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
结果表明，除了 4 个因素外，其他因素对 Pn 有一定
影响，其中 PAR 和大气 CO2 浓度对 3 个品种的 Pn
影响较大，为主要影响因子。
综上所述，通过对江淮丘陵地区的长山核桃 3
个品种的光合日变化、光合-光响应曲线及与 4 个生
态因子关系研究，发现 3 个品种在光合特性上存在
一定差异性，威奇塔对光的利用范围比马汉和波尼
宽，并且光的利用能力也强于马汉和波尼，更适应
于江淮丘陵地区气候和土壤条件。因此，今后需综
合考虑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水肥管控、树体管控、
环境条件因素及遗传基因等方面研究植物的光合生
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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