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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水分供应对甘薯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为探讨不同水分处理对甘薯光合与荧光特性的

影响, 本研究以鲜食型甘薯‘烟薯 25 号’为试验材料, 研究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的光合-光响应过程及其荧
光特性, 并利用不同模型对光响应过程进行拟合。研究结果表明: 干旱和淹水处理显著降低了甘薯叶片净光合
速率(Pn)、气孔导度(Gs)和蒸腾速率(Tr); 当 PAR≤1 000 μmol·m2·s1 时, 干旱及淹水处理 Pn 的降低主要受气孔
限制, 当 PAR>1 000 μmol·m2·s1 时, Pn 的降低主要受非气孔限制。荧光参数表明, 干旱及淹水处理下甘薯叶
片光系统Ⅱ(PSⅡ)对光的捕获及吸收能力下降, 热耗散增加。光响应模型以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拟合精度最高,
且能拟合出饱和光强, 适用于不同的土壤水分环境。模型拟合参数显示, 所有处理甘薯叶片初始量子效率(α)
为 0.039~0.055, 位于 0~0.125 的理论范围值内, 干旱、淹水处理下甘薯叶片表现出显著的光饱和、光抑制现象,
光能利用减弱, 且淹水处理的光利用能力小于干旱处理。综合分析认为, 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是甘薯不同水分
条件下光响应变化最佳模型。干旱及淹水处理均会对甘薯光系统造成损伤, 使甘薯光合能力下降, 淹水比干旱
更易于降低甘薯叶片对光的利用能力, 高光强会加重甘薯水分的胁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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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uppl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sweet potato. In this paper, the edible sweet potato ‘Yanshu
25’ was used to study the photosynthesis-light response process and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Different model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light response process,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photosynthesis and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weet potato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ought
and flooding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transpi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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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of sweet potato leaves; at PAR ≤ 1 000 μmol·m2·s1, the decrease of Pn under drought and flooding treatment was induced by stomatal restrictions, and at PAR > 1 000 μmol·m2·s1, the decrease of Pn was induced by non-stomatal restrictions.
The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indicated that the light capture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of photosystem Ⅱ (PS Ⅱ) of sweet
potato leaves decreased under drought and flooding treatment, while the heat dissipation increased. The modified 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demonstrated the best fit among all the light response models and matched the light saturation point. The
model was, therefore, suitable for simulation of photoresponse simulation under different soil water environments. The model
parameters showed that the initial quantum efficiency (α) of sweet potato leaves ranged from 0.039 to 0.055 under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falling within the theoretical range of 00.125. The sweet potato leave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photo-saturation and photo-inhibition under drought and flooding treatment, resulting in a reduced light utilization capacity.
The light utilization capacity under flooding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under drought treat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odified 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is the optimal model to analyze light response changes of sweet potato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ditions. Both the drought and flooding treatment damage the photosynthetic system of sweet potato and reduce
its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Flooding is more likely to reduce the light utilization capacity of sweet potato leaves when compared with drought, and high light intensity increases the degree of water stress of sweet potato.
Keywords: Sweet potato; Water supply; Photosynthesis characteristics;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Light response curve model

光合作用是作物产量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1], 光合
[2]

关系的内在探针。通过对不同逆境条件下叶绿素荧

效率大小是作物产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作物光

光参数的分析, 可深入了解各因素对植物 PSⅡ的影

合效率除受遗传因素影响外, 对环境因素也高度敏

响以及光合机构对环境的适应机制。王慧等 [15] 关于

感, 水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原料, 干旱胁迫作为作

肥料添加剂对甘薯叶绿素荧光特征参数的影响研究

物生长的逆境因子之一, 对作物的光合作用、水分

显示, 施用肥料添加剂使甘薯叶片单位反应中心用

代谢及物质转运等生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3-7]

。

甘薯[Ipomoea batatas (L.) Lam.]是重要的粮食、
[8]

于热耗散的能量(DIo/RC)减少, 单位反应中心吸收
的光能(ABS/RC)、单位反应中心捕获的用于电子传

能源作物, 具有较强的耐旱、耐瘠特性 , 曾为保障

递的能量(ETo/RC)以及单位反应中心捕获的用于还

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关于甘薯水分生理

原 QA 的能量(TRo/RC)增多, 以吸收光能为基础的性

方面的相关研究, 国外主要集中在甘薯抗逆基因的

能指数(PIABS)上升。李长志等 [16] 对甘薯不同时期干

研究和探究甘薯耐旱的分子机理 [9-10]; 国内则涉及

旱研究显示, 与对照相比, 前期和中期干旱使甘薯

甘薯耐旱性根系生物学研究、耐旱性生理生化机制

叶片 PSⅡ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PIABS 降低。研究

及抗逆农艺措施等多个领域

[11]

。实践表明, 水分供

应对甘薯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不同

甘薯不同水分处理下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有助于
判断各水分处理对 PSⅡ的影响程度。

水分供应不仅影响甘薯根系对养分的吸收, 还对甘

光响应曲线的拟合, 是植物光合生理生态学的

薯叶片的光合作用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营养物质合

重要研究手段, 通过光响应曲线的拟合可以获得暗

[12]

研究发现, 干旱发生的

呼吸速率(Rd)、光补偿点(Ic)、光饱和点(Isat)、最大净

越早、持续时期越长, 对甘薯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光合速率(Pnmax)和初始量子效率(α)等光合生理参数,

成和块根产量。张海燕等
[13]

研究发现, 干旱胁迫下施钾可使甘

这些参数可以帮助确定植物的光合作用机构是否正

薯叶片气孔导度(Gs)下降, 气孔阻力增大, 从而降低

常运转 [17]。目前, 光合-光响应模型主要有直角双曲

蒸腾速率(Tr)和胞间 CO2 浓度(Ci), 提高甘薯叶片水分

线修正模型、指数函数模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和

利用效率(WUE)。但是, 已有研究仅展示了不同水分条

直角双曲线模型等。由于植物光响应曲线拟合受水

件下甘薯叶片光合速率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 对光

分差异影响较大 [18], 且各模型推导机理存在差异,

合作用变化的机理却少有进行解释。

不同模型往往具有不同的适应性 [19] 。对不同水分条

越大。孙哲等

叶绿素荧光参数是一组描述植物光合作用机理

件下山杏[Armeniaca sibirica (L.) Lam.][20]、玉米(Zea

和光合生理特征的变量, 由于环境胁迫可直接或间

mays L.)[17]、日本荚蒾(Viburnum japonicum)[21]、胡

接地影响植物光系统Ⅱ(PSⅡ)的功能, 所以叶绿素

杨(Populus euphratica Oliv.)[22]等植物的光响应模型

荧光参数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胁迫对植

研究表明, 在选择光响应拟合模型时应充分考虑物

物的影响程度

[14]

, 被视为研究植物光合作用与环境

种及生长环境的差异。张玉娟等 [23] 使用非直角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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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模型对 3 种水培甘薯进行了光响应拟合研究, 发

1.3

现不同类型甘薯品种光响应特征参数存在一定差

1.3.1

[24]

第 27 卷

分析项目以及测定方法
光合-光响应曲线

选用 4 种模型对淀粉型、鲜食型和紫

自水分处理后第 20 d 土壤相对含水量达到预设

甘薯进行了光响应最佳模型的筛选, 发现直角双曲

的 水 平 开 始 , 在 上 午 9:00—11:30, 使 用 美 国 汉 莎

线修正模型对 3 种类型甘薯均有较好的拟合优势。

CIRAS-3 型便携式光合作用仪测定系统, 在甘薯主

截至目前, 关于不同模型对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光

茎上数第 5 片完全展开叶的固定位置进行光合-光响

合响应过程的适应性并不清楚。因此, 本研究以鲜

应曲线测定。CO2 浓度设定为大气 CO2 浓度, 空气

食型甘薯‘烟薯 25 号’为试验材料, 在室内盆栽条件

相对湿度为 70%±5%, 叶片温度为(28±2) ℃, 分别

下模拟设置 3 种土壤水分状况, 通过测定甘薯叶片

设置光有效辐射强度(PAR, μmol·m2·s1)为 1 600、

的光合-光响应过程和荧光特性, 探讨不同水分处理

1 400、1 200、1 000、800、600、400、200、100、

异。张磊等

对甘薯光合和荧光特性的影响, 并采用直角双曲线

80、40 和 0 共 12 个梯度, 按照 PAR 由高到低的顺

修正模型、指数函数模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和直

序测定, 由仪器自动记录不同 PAR 下的净光合速率

角双曲线模型对光合-光响应曲线进行拟合, 筛选不

(Pn)、胞间 CO2 浓度(Ci)、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Gs)

同水分梯度下适宜甘薯叶片的最佳光响应拟合模型,

等指标。试验期间每个处理测定 3 次, 每次测定间

寻求不同水分条件下甘薯最大光强及适宜的光响应

隔 3 d, 测定时, 每株记录 5 个读数。根据以上测定

参数, 以期为甘薯高产栽培过程中的水分管理提供

结果计算叶片瞬时水分利用效率 WUE=Pn/Tr, 气孔

科学依据。

限制值 Ls=1Ci/Ca, Ca 为仪器直接测定出的大气 CO2

1

浓度。

材料与方法

1.1

1.3.2

供试材料及方法

叶绿素荧光参数

在每次测定光合-光响应曲线参数的同时, 利用

试验采取盆栽法, 于 2018 年 3 月在青岛农业大

美国汉莎公司生产的 M-PEA, 测定各株相同位置叶

学科研温室中进行。温室内光照强度约为自然光强的

片的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时, 每株获取 5 次重复

85%, 温度为 25.9~30.6 ℃, 空气相对湿度为 27.55%~

读数。

57.72%, CO2 浓度为 405.4~418.5 μmol·m2·s1。试验

1.4

光合-光响应模型拟合

用盆规格为 21 cm×16 cm×21 cm(上径×下径×高), 供

采用以下 4 种模型进行光响应曲线的拟合。并根

试土壤为砂姜黑土, 其基本理化性质为: 土壤容重

据实测数据点走势估计暗呼吸速率(Rd, μmol·m2·s1)、

3

1.36 g·cm , 田间持水量 24.3%, pH 7.64, 土壤有机质 6.26
1

1

1

g·kg , 碱解氮26.55 mg·kg , 速效磷43.41 mg·kg , 速效
1

光补偿点(Ic, μmol·m2·s1)、饱和光强(Isat, μmol·m2·s1)
和 最 大 净 光 合 速 率 (Pnmax, μmol·m2·s1)[14] 。 利 用

钾 71.96 mg·kg 。所有试验用土均过 2 mm 土筛后装

Microsoft Excel 2010 进行数据统计和图表绘制, 利用

盆, 每盆装土 5 kg。供试甘薯品种为‘烟薯 25 号’, 其

DPS 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光合参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耐旱性属中等偏低水平。

1)直角双曲线模型

1.2

Baly[25] 在 1935 年提出的直角双曲线模型的数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干旱(土壤饱和含水量的 30%~35%)、

学表达式为:

正常(土壤饱和含水量的 60%~65%)、淹水(土壤饱和

Pn  Pn  I  

含水量的 90%~95%)3 个水分梯度。每个处理 6 次重

αIPnmax
 Rd
αI  Pnmax

(1)

复, 完全随机排列。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 选取长势

式中: Pn 表示净光合速率; I 表示光合有效辐射值(本

一致的 5 叶一心薯苗进行移栽, 每盆定植 1 株。移

文中用 PAR 表示); Pnmax 表示最大净光合速率; Rd 表

栽后, 将土壤相对含水量控制在 75%左右进行缓苗

示暗呼吸速率; α 是光响应曲线中光强为零时的斜率,

直至进行水分处理。2018 年 4 月 14 日(移栽后 30 d)

也就是光响应曲线的初始斜率, 又称为初始量子效

开始进行水分处理, 每天 18:00 用电子秤称重补水

率。光补偿点(Ic)计算公式为:

至设定土壤水分含量范围内, 结合土壤墒情测定仪,

Ic 

使各处理的土壤含水量维持在设定水平。在试验期
间, 定期调换各处理的相对位置, 以保证各处理均
能得到等量光照。

Rd  Pnmax
  Pnmax  Rd 

(2)

直线 y  Pnmax 与弱光下(PAR≤200 μmol·m2·s1)的
拟合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横坐标值即为光饱和点(I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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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0.05。

2)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1976 年, Thornley[26] 提出的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的数学表达式为:
Pn  I  

  I  Pnmax 

  I  Pnmax 2  4  I    k  Pnmax
2k

 Rd

(4)

直线 y  Pnmax 与弱光下(PAR≤200 μmol·m2·s1)的
拟合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横坐标值即为饱和光强(Isat)。
3)指数函数模型
1991 年, Bassman 等 [27]提出的指数函数模型的
数学表达式为:





Pn  I   Pnmax 1  e  I / Pnmax  Rd

(4)

式中: Pn、α、I、Pnmax、Rd 的定义同前, e 为自然对数
的底数。估算 Isat 时, 假设 Pn 为 0.99 Pnmax 时所对应
的光强即为饱和光强。
4)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
2007 年, 中国学者 Ye[28] 提出的直角双曲线修
正模型即光响应叶子飘新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1  I
 I  Ic 
1  I

结果与分析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气体交换参数的光
响应变化
不同水分处理下, 净光合速率(Pn)随光强(PAR)

变化表现出相似的响应规律, 3 种水分处理在光强

示光响应曲线的凸度。Ic 计算公式为:
R P
 k  Rd 2
I c  d nmax
  Pnmax  Rd 

2
2.1

(3)

式中: Pnmax、α、Rd 和 I 的定义同前; k 是曲角参数, 表

Pn ( I )  

911

0~1 600 μmol·m2·s1 内 Pn-PAR 曲线变化趋势均呈先
迅速升高后增速减缓。其中, PAR 0~200 μmol·m2·s1
时 Pn 均呈快速增加趋势, 当 PAR>200 μmol·m2·s1
后 Pn 增速减缓直至开始下降。正常水分处理 Pn 显著
(P<0.05)大于干旱和淹水处理, 干旱和淹水处理 Pn
差异不明显(图 1a)。
甘薯叶片气孔导度(Gs)随 PAR 变化在不同水分
处理下存在差异。当 PAR<200 μmol·m2·s1 时, 3 种
水分处理甘薯叶片气孔导度(Gs)均随 PAR 的增加而
迅速增加; 当 PAR>1 000 μmol·m2·s1 时, 正常和干
旱处理 Gs 开始降低, 而淹水处理持续增加。相同
PAR 条件下, 以正常水分处理 Gs 最大, 并且显著高
于干旱和淹水处理(P<0.05), 干旱和淹水处理的 Gs
差异不显著(图 1b)。
3 个水分处理叶片胞间 CO2 浓度(Ci)均随 PAR 的增

(5)

加呈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 当 PAR<200 μmol·m2·s1

式中: α、I 的定义同前; β 和 γ 为系数, 其中 β 为修正
系数, 也称光抑制项, γ 是一个与光强无关的系数,
也被称为光饱和项 [29]。
暗呼吸速率(Rd)计算公式为:

时 , Ci 呈 快 速 降 低 趋 势 ; 当 200 μmol·m2·s1<

Rd   P  I  0    I c

(6)

 β  γ   1  γI c  / β

1

γ

(7)

最大净光合速率(Pnmax)计算公式为:
Pn max

1.5

1   I sat

( I sat  I c )
1   I sat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水分利用效率(WUE)
均 随 PAR 的 增 加 呈 先 增 加 后 降 低 的 趋 势 。 在
次为正常处理, 淹水处理 WUE 最小; 当 PAR 继续增
加, 干旱处理 WUE 降低, 正常水分处理 WUE 大于
干旱处理, 淹水处理 WUE 最小(图 1d)。

(8)

正常和淹水处理叶片蒸腾速率(Tr)均随 PAR 的
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干旱处理 Tr 随 PAR 变

叶片比活力参数

叶片比活力参数, 即叶片单位受光面积(CS)的
各 种 量 子 效 率 , 包 括 单 位 面 积 吸 收 的 光 能 (ABS/
CSo)、单位面积捕获的光能(TRo/CSo)、单位面积电
子传递的量子产额(ETo/CSo)、单位面积用于热耗散
的 能 量 (DIo/CSo) 以 及 单 位 面 积 上 反 应 中 心 的 数 量
(RCo/CSo)[14], 所有参数的计算均基于叶绿素荧仪所
获取的荧光参数, 通过计算两两的比值得到。
1.6

μmol·m2·s1 时 Ci 值有所回升(图 1c)。

PAR<1 200 μmol·m2·s1 时, 干旱处理 WUE 最大, 其

饱和光强(Isat)计算公式为:
I sat 

PAR<1 000 μmol·m2·s1 时降幅减缓; 当 PAR>1 000

化呈持续增加趋势。在任意光强下, 正常水分处理 Tr
均大于干旱和淹水处理; 当 PAR<1 000 μmol·m2·s1 时,
淹水处理的 Tr 大于干旱处理; 当 PAR>1 000 μmol·m2·s1
时, 淹水处理的 Tr 小于干旱处理(图 1e)。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气孔限制值(Ls)均随
PAR 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 PAR<200
μmol·m2·s1 时, 3 个处理 Ls 大小顺序为正常处理>淹
水处理>干旱处理; 当 PAR>200 μmol·m2·s1 时, 3 个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图的绘制均通过
Microsoft Excel 2010 进行。利用 LSD 法进行数据之

水分处理 Ls 大小顺序为干旱处理>淹水处理>正常处
理(图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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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第 27 卷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气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变化

Light-response variation of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图中曲线均由二项式拟合得出。The curves in the figure are all derived from the binomial fit. Pn: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Gs: stomatal
conductance; Ci: intercellular CO2 ; WUE: water use efficiency; Tr: transpiration rate; L s: stomatal limit; PAR: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2.2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荧光特性分析

2.2.1

加 26.42%和 38.29%。

不同水分处理对甘薯叶片比活性参数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 单位面积吸收的光能(ABS/CSo)以
正常水分处理下最大, 其次为干旱处理, 淹水处理
下最小, 干旱处理和淹水处理相对正常水分处理分
别下降 7.23%和 16.99%。单位面积捕获的光能、单
位面积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单位面积上反应中心
的数量(TRo/CS o、ETo/CS o、REo/CS o)均为正常水分
处理下最大, 其次为淹水处理, 干旱处理下最小,
淹水相对正常水分处理分别下降 3.96%、11.01%、
14.37%, 干旱处理相对于淹水处理分别下降 6.57%、
22.56%、18.06%。甘薯叶片单位面积用于热耗散的
能量(DI o /CS o )正常水分处理下最小, 淹水处理下最
大, 干旱处理和淹水处理相对正常水分处理分别增

图2
Fig. 2

不同水分处理对甘薯叶片比活性参数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specific activity
parameter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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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分处理对甘薯 PIABS 和 Fv/Fm 的影响

的最大净光合速率(Pnmax)均大于实测值, 指数模型

PIABS 作为叶片光化学性能指数, 可以准确地反

拟合出 Pnmax 小于实测值, 且三者均为呈上升趋势的

映植物的光合机构状态和胁迫对光合机构的影响[19];

渐近线, 无法拟合出饱和光强(Isat)。直角双曲线修正

Fv/Fm 代表叶片 PSⅡ的最大光化学效率, 反映 PSⅡ反

模型拟合出的 Pnmax 与实测值接近, 且通过模型拟合

2.2.2

[30]

。如图 3 所示, 正

得到的 Isat 也接近实测值。从拟合精度的比较来看,

常水分处理甘薯叶片的 PIABS 显著大于干旱处理和

直角双曲线模型在各水分处理下的决定系数(R2)最

淹水处理, 三者大小顺序为正常处理>干旱处理>淹

小, 可知该模型拟合精度最低; 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水 处 理 。与正常水分处理相比, 干旱和淹水处理的

指数模型在各水分处理下 R2 均大于 0.990 0; 直角双

PIABS 分别降低 30.21%和 34.41%, 淹水处理相对于干旱

曲线修正模型仅在淹水处理下 R2 小于 0.999 0, 拟合

处理降低 6.02%。不同水分处理甘薯叶片的 Fv/Fm 正常

精度为 4 个模型中最优。

水分处理最高, 干旱和淹水处理分别降低 3.71% 和

2.4

应中心内原初光能的转换效率

1.64%, 淹水处理相对于干旱处理降低 2.10%, 但差

不同水分处理甘薯叶片光合响应特征参数分析
本研究选用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拟合所获取的

光合响应特征参数进行分析(表 1)。最大净光合速率

异均未达显著水平。

(Pnmax)以正常水分处理下最大, 为 19.64 μmol·m2·s1,
淹水和干旱处理下分别为 6.02 μmol·m2·s1 和 7.13
μmol·m2·s1, 相对于正常水分处理分别降低 69.35%
和 63.70%, 差异显著; 饱和光强(Isat)以正常水分处
理最大, 为 1 157.45 μmol·m2·s1, 淹水和干旱处理
相对于正常水分处理分别下降 18.12%和 8.27%, 差
异 显 著 ; 光 补 偿 点 (Ic) 以 正 常 水 分 处 理 最 低 , 为
42.93 μmol·m2·s1, 淹水和干旱处理相对于正常水分
处理分别升高 7.17%和 21.85%, 差异显著; 暗呼吸速
率(Rd)以正常水分处理最高, 为 2.25 μmol·m2·s1,
淹水和干旱处理相对于正常处理分别降低 30.67%和
图3

不同水分处理对甘薯叶片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
及光化学性能指数(PIABS)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maxim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Fv/Fm ) and photochemical
performance index (PIAB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2.3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光响应曲线的拟合
分析
利用直角双曲线模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指

数函数模型以及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对不同水分条
件下甘薯光合响应曲线进行拟合, 结果如图 4 所示。
在弱光强下(PAR<400 μmol·m2·s1), 3 个水分处理的
4 种模型拟合的光合-光响应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 甘薯叶片净光合速率(Pn)随着 PAR 的增加而持
续上升; 当 PAR 继续加强, 直角双曲线模型、非直
角双曲线模型、指数模型得到的拟合曲线均为渐近
线, 没有极值, 其 Pn 随着 PAR 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15.56%, 差异显著; 初始量子效率(α)在 3 种水分处
理下的值均在 0~0.125 的理论范围值内 [31], 以正常
水分处理最大, 为 0.054 9, 淹水和干旱处理相对于
正常处理分别减少 28.78%和 23.32%, 差异显著。

3
3.1

讨论
水分胁迫对甘薯叶片光合及荧光参数的影响
土壤水分是影响植物光合作用、水分代谢和物

质转运等生理活动的重要因素 [7] 。水分胁迫可使植
物叶片对光的利用能力减弱 [32-34] , 从而使净光合速
率(Pn)降低。研究表明, 环境胁迫条件下, 植物可以
通过气孔限制和非气孔限制两条途径降低叶片 P n ,
从而提高其对水分胁迫的适应能力 [30-36] , 不同途径
可以根据叶片胞间 CO2 浓度(Ci)和气孔限制值(Ls)进
行判定。当 Pn 下降时, 若 Ci 降低, Ls 升高, 则 Pn 下
降主要由气孔限制导致; 若 Ci 升高或不变, Ls 降低,

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拟合达到饱和光强后拟合曲线

则 Pn 下降主要由非气孔限制导致 [35]。本研究中, 当

呈现非线性下降趋势。

PAR≤1 000 μmol·m2·s1 时, 干旱和淹水处理 Ci 降

表 1 展示了不同模型拟合下不同水分处理甘薯

低, L s 增加, 说明主要受气孔限制; 当 PAR>1 000

叶片光合响应特征参数。由表 1 可知, 在各水分条

μmol·m2·s1 时, 随着 PAR 的增加, 干旱和淹水处理

件下, 直角双曲线模型和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出

Ls 降低, Pn 降低使得 CO2 消耗减少, Ci 增加, 表明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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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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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叶片净光合速率光响应的实测点与不同模型拟合曲线(a: 直角双曲线模型; b: 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c: 指数函数模型; d: 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

Light-response curves of photosynthesi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a: rectangular hyperbolic
model; b: non-rectangular hyperbolic model; c: exponential model; d: modified rectangular hyperbolic model)

ZN: 正常水分处理拟合值; YN: 淹水处理拟合值; GN: 干旱处理拟合值; ZSC: 正常水分处理实测值; YSC: 淹水处理实测值;
GSC: 干旱处理实测值。ZN: fitted value of normal water treatment; YN: fitted value of flooded water treatment; GN: fitted value of drought
treatment; ZSC: measured value of normal moisture treatment; YSC: measured value of flooded water treatment; GSC: measured value of
drought treatment. Pn: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AR: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表1
Table 1

不同模型拟合的不同水分处理甘薯叶片光响应特征参数

Light response parameters of sweet potat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fitted by different models
光响应参数 Light response parameter

光响应模型
Light response model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水分处理
Water treatment

最大净光合速率
初始量子效率(α)
Initial quantum
efficiency

(Pnmax)
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μmol·m2·s1)
19.95a

饱和光强(Isat)
Saturation light
intensity
(μmol·m2·s1)

光补偿点(Ic)
Light
compensation
point
(μmol·m2·s1)

2
暗呼吸速率(Rd) 决定系数(R )
Determination
Dark
coefficient
breathing rate
(μmol·m2·s1)

正常 Normal

0.046 7a

1 200a

45.52c

2.13a

—

淹水 Flooding

0.027 8c

5.95c

800b

50.13b

1.39c

—

干旱 Drought

0.033 7b

7.10b

800b

53.97a

1.82b

—

正常 Normal

0.085 7a

28.36a

—

40.63c

3.10a

0.986 4

淹水 Flooding

0.063 0b

10.00b

—

52.83a

2.50b

0.970 3

干旱 Drought

0.058 3c

10.69b

—

47.06b

2.18c

0.989 3

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正常 Normal
Non-rectangular
淹水 Flooding
hyperbolic model
干旱 Drought

0.046 5a

22.52a

—

44.11c

2.03a

0.995 0

0.026 9c

7.30c

—

51.27b

1.35c

0.996 7

0.031 2b

9.11b

—

56.61a

1.70b

0.996 8

直角双曲线模型
Rectangular
hyperbolic model

正常 Normal

0.057 6a

19.82a

—

20.30c

1.13b

0.994 7

淹水 Flooding

0.030 1b

5.84c

—

47.66a

1.27a

0.996 4

干旱 Drought

0.031 3b

7.04b

—

44.59b

1.27a

0.998 5

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 正常 Normal
Modified rectangular 淹水 Flooding
hyperbolic model
干旱 Drought

0.054 9a

19.64a

1 157.45a

42.93c

2.25a

0.999 3

0.039 1c

6.02c

947.71c

46.01b

1.56c

0.998 5

0.042 1b

7.13b

1 061.70b

52.31a

1.90b

0.9992

指数模型
Exponential model

表中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模型不同处理在 5%水平显著。Values measured and fitted by the same model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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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主要受非气孔限制。WUE 是水分胁迫条件下,

直角双曲线与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曲线均为渐近

植物协调 Pn 与蒸腾速率(Tr)的外在表现。低水分条

线, 没有极值, 均无法拟合出植物在达到饱和光强

件下 Tr 对水分的响应比 Pn 敏感, Tr 处于极低值, 强

后 Pn 随 PAR 增大而降低的响应趋势 [27,38-39], 估算出

光容易导致叶温过高而使叶片出现灼伤[37]。从本研究

的 Pnmax 也必将大于实测值。本研究中, 4 个模型对

2 1

结果来看, 干旱处理下, 当 PAR<1 000 μmol·m ·s 时,

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薯叶片光合参数拟合存在差异,

拥有最高的 WUE, 表明适度干旱胁迫和适宜的光强

直角双曲线模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和指数模型均

可使甘薯叶片达到最高的水分利用效率, 当 PAR>

无法拟合出甘薯叶片在达到饱和光强后 Pn 随 PAR 增

2

1

1 000 μmol·m ·s 时, 则以正常水分处理 WUE 最高,

加而降低的部分, 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则较好地拟

表明高光强下, 干旱处理甘薯叶片 Pn 因非气孔限制

合出饱和光强后下降的部分, 提高了拟合精度, 对

而下降, 甘薯叶片的 WUE 随之下降。

各水分处理均有较高的拟合优势, 这与前人大多数

叶绿素荧光参数能够反映植物叶片光合变化的
内在原因 [31], 可作为植物在胁迫条件下受损程度的

结果一致 [19-22]。
3.3

不同水分处理下光响应参数的变化

。其中, 光化学性能指数(PIABS)与

光响应参数是通过模型拟合所得出的反映甘薯

光化学效率(Fv/Fm)分别反映植物的光合机构状态和

叶片光合能力大小的一系列参数。其中, Pnmax 是衡

PSⅡ反应中心内原初光能的转换效率, 光合机构的

量叶片光合能力大小的指标, 反映了植物叶片在特

比活性参数则可以反映植物光合器官对光能的吸

定环境条件下的光合潜力 [40] 。本研究中, 干旱和淹

收、转化和耗散等情况 [14]。本研究中, 甘薯叶片 PIABS

水条件下, Pnmax 与正常处理叶片相比下降显著, 说

和 Fv/Fm 的降低说明干旱对光合机构造成了损伤,

明干旱以及淹水处理限制了甘薯叶片光合潜能的发

而光合机构比活性参数 TRo/CSo、ABS/CSo、REo/CSo

挥; 与干旱处理相比, 淹水条件下 Pnmax 更低, PIABS

和 ETo/CSo 变化则表明由于干旱或淹水处理导致叶

下降幅度和单位面积吸收的光能 ABS/CSo 均小于干

片光合机构受损, 从而使叶片对光的捕获和吸收利

旱处理, 表明淹水对甘薯叶片光系统造成的损伤大

用率下降, 甘薯叶片为避免水分胁迫下光合器官的

于干旱处理, 淹水处理下甘薯叶片的光合潜能最小,

损伤, 迫使 PSⅡ光化学活性下降, 使 Pn 降低。本研

光能更多地以热耗散的形式散失, 降低了其光合效

究中干旱处理下甘薯叶片在 Pn 降低的同时 DIo/CSo

率。从模型拟合的甘薯叶片 α、 Isat 和 Ic 值来看, 干

增大, 表明 未利用的光 能大多以热 能的形式耗 散,

旱和淹水条件下的甘薯叶片 Ic 增加, Isat 降低, 且淹

这可能是甘薯为减轻过剩的光能对 PSⅡ造成损伤而

水处理 α 和 Isat 显著低于干旱处理, 叶片 Ic 高于干旱

启动的一种对逆境胁迫的保护机制。

处理, 说明干旱和淹水条件下, 甘薯叶片对弱光和

3.2

强光的利用能力均明显减弱, 且淹水比干旱更易于

重要评价指标

[14]

不同水分处理下光响应模型的应用
光合-光响应曲线模型拟合, 作为植物光合生理

降低甘薯叶片对光的利用能力。另外, 从模型拟合

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可获得光合作用初始量子

结果还可以看出, 3 种水分处理下的 α 值均在

效率(α)、暗呼吸速率(Rd)、光补偿点(Isat)、饱和光强

0~0.125 的理论范围值内 [31], 说明即使干旱和淹水

(Ic)和最大净光合速率(Pnmax)等重要生理参数, 这些

条件下, 甘薯对弱光仍具有较高的利用能力, 低光

参数有助于确定植物光合作用机构运转是否正常、不

强下潜在光合能力较强, 这可能是甘薯在旱作条件

[19]

。

下仍具有一定产量的原因。本研究中, 干旱和淹水

目前应用较多的模型包括直角双曲线模型、非直角

条件下, 甘薯的 Rd 值为 1.56~1.90 μmol·m2·s1, 与

同光强环境下光合作用能力及光适应性的判别等

双曲线模型、指数模型和双曲线修正模型。其中, 非

正常水分处理相比显著降低, 而 Rd 反映了植物在没

直角双曲线模型和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均考虑了光响

有光照下的呼吸速率 [41], 说明甘薯在水分胁迫条件

应曲线的弯曲程度, 拟合结果较符合生理学意义 [31],

下使呼吸作用减弱, 通过降低叶片生理活性来减少

本研究中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对初始量子效率的拟合

光合产物的消耗, 从而缓解土壤水分胁迫, 这也是

结果也更接近真实值, 可见其对低光强下的拟合效

甘薯对水分逆境的一种生理适应性。

果较好; 但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能较好地拟合光抑
制阶段的光响应过程 [34], 对整个光响应过程拟合精

4

结论

度优于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而直角双曲线模型未考

1)淹水和干旱处理相对于正常水分处理 Pn 明显

虑弯曲程度, 为使曲线更加符合实测点的分布, 必须

降低, 在 PAR≤1 000 μmol·m2·s1 时, 干旱和淹水

提高初始斜率, 从而降低了模型的拟合精度[19]。另外,

处理 Pn 主要受气孔限制因素的影响, 在 PAR>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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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ol·m2·s1 时, Pn 主要受非气孔限制因素的影响;
一定光强下, 适度的干旱胁迫能够提高甘薯叶片
WUE, 光强过大会加重干旱环境下甘薯叶片的胁迫
程度, 降低了甘薯对水分的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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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P, PAN X L. Change of betaine contents and activity
of betaine aldehyde dehydrogenase in seedlings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under drought and NaCl stress[J]. Plant Physiology Communications, 2001, 37(6): 520–522
[7] 夏江宝, 田家怡, 张光灿, 等. 黄河三角洲贝壳堤岛 3 种灌

2)淹水和干旱处理对光吸收机构造成损伤, 使
PSⅡ捕获和吸收的光能减少, 光合电子传递受阻,
光合速率下降。同时, 淹水和干旱处理还可使 PSⅡ
光化学活性下降, 从而增大热耗散的投入, 避免过
剩光能对 PSⅡ造成伤害。

木 光 合 生 理 特 征 研 究 [J]. 西 北 植 物 学 报 , 2009, 29(7):
1452–1459
XIA J B, TIAN J Y, ZHANG G C, et al. Photosynthetic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shrubs species in shell
islands of Yellow River Delta[J]. Acta Botanica Boreali-Occidentalia Sinica, 2009, 29(7): 1452–1459

3)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光饱和
点后 Pn 下降的部分, 对甘薯叶片各水分处理均有较
好的适应性。干旱和淹水处理均显著降低了甘薯叶片
的 Pnmax, 使光照生态幅变窄, 光抑制明显, 淹水比干
旱更易于降低甘薯叶片对光的利用能力。但弱光条件
下, 处于干旱环境的甘薯仍具有一定的光合能力, 干

[8] 张宪初, 王胜亮. 旱地甘薯田水分供需状况及增产措施研
究[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1999, 17(4): 93–97
ZHANG X C, WANG S L. Research on field water supply
and requirement condition of dryland sweet potato and
yield-increasing method[J].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Arid
Areas, 1999, 17(4): 93–97
[9] MAKUNDE G S, ANDRADE M I, RICARDO J, et al.
Adaptation to mid-season drought in a sweetpotato (Ipomoea

旱和淹水处理初始量子效率均位于理论值范围内,

batatas

表明甘薯胁迫环境下仍具有较高的光合潜能。

Mozambique[J]. Open Agriculture, 2017, 2(1): 133–138

[L.]

Lam)

germplasm

collection

g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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