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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茶树叶绿素是茶树叶绿体内光合途径中的重要

色素棳在光合作用的能量捕获及传递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棳是决定茶树光合效率的重要因素棳与茶叶产

量和品质密切相关椲棻棴棽椵暎茶树叶绿素及其生物合成

机理是茶树生理生化与遗传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棳
其研究对茶树良种选育和茶产品开发均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暎本文概述了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及其检

测与提取方法研究进展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棳
以期为茶树叶绿素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暎
棻暋茶树叶绿素的分布暍结构和性质

茶树叶绿素主要存在于茶树叶片中棳分为叶绿

素斸与叶绿素斺两种暎茶鲜叶中的叶绿素约占茶叶

干重的棸灡棾棩暙棸灡椄棩棳叶绿素斸含量为叶绿素 斺
的棽暙棾倍椲棾椵暎在结构上棳叶绿素斸的栻环上为棻
个 暟棴斆斎棾暠棳而叶绿素 斺的栻环上为 棻个 暟棴
斆斎斚暠棳其他部分则完全相同 棬图棻棭暎

叶绿素不溶于水棳可溶于丙酮暍乙醇和石油醚

等有机溶剂棳属脂溶性色素暎叶绿素斸呈蓝绿色棳
叶绿素斺呈黄绿色暎叶绿素分子的卟啉环是由棿个

吡咯环通过棿个甲烯基连接成的大环棳环中心的镁

离子带正电荷棳相邻的氮原子带负电荷棳具有极性

与亲水性棳而另一端的叶醇基是由棿个异戊二烯基

单位所组成的长链状的碳氢化合物棳具有亲脂

性椲棿椵暎在茶叶加工过程中棳叶绿素变化后会产生几

种重要的衍生物棳其中脱镁叶绿素是叶绿素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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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叶绿素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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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离子被棽个质子取代棳变成了橄榄绿椈焦脱镁叶

绿素是脱镁叶绿素中甲酯基脱去棳同时该环上的酮

基也转换为希醇式棳颜色为暗橄榄绿暎这两种色素

属脂溶性棳是绿茶叶底中绿素的主要组成部分暎脱

植叶绿素是叶绿素中的植醇被羟基取代棳为绿色椈
脱镁脱植叶绿素是无镁无植醇的叶绿素棳颜色为橄

榄绿椈焦脱镁脱植叶绿素呈更暗的橄榄绿暎这些均

为水溶性色素棳是绿茶茶汤中绿素的主要组成部

分椲棴椃椵暎绿茶汤色和叶底要求 暟绿暠暍 暟亮暠棳因此

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光照暍热量暍水

气暍温度等条件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脱镁叶绿素暍
脱镁脱植叶绿素过多地向焦脱镁叶绿素暍焦脱镁脱

植叶绿素转化暎
研究表明椲椄椵棳叶绿素斸和叶绿素斺在红光区

棬椂棽棸暙椃棸棸旑旐棭和蓝紫区 棬棿棸棸暙 棸棸旑旐棭分别出

现了棽次吸收峰棳即这些光线被叶绿素强烈吸收棳
而在绿光区 棬棽棸暙 椄棸旑旐棭无吸收峰棳即未被吸

收棳这正是叶绿素呈现绿色的原因 棬图棽棭暎
棽暋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

植物叶绿素生物合成是由多个基因编码的多种

酶参 与 的 反 应 完 成棳过 程 十 分 复 杂暎在 拟 南

芥椲椆棴棻棻椵暍大麦椲棻棽棴棻棾椵暍水稻椲棻棿椵暍玉 米椲棻 椵中棳叶 绿

素合成相关基因的鉴定已取得重要进展棳其合成途

径的信号调控研究已逐步开展椲棻椂棴棻椃椵暎植物叶绿素

生物合成从 斕灢谷氨酰灢旚斠斘斄 到叶绿素斸棳然后由

叶绿素斸经叶绿素酸酯斸加氧酶氧化形成叶绿素

斺棳整个生物合成过程共需棻 步反应棳涉及棻 种

酶椲棻椄椵棳其中任何一个基因发生突变都有可能引起

叶绿素含量和组成的变化棳从而表现为各种叶色异

常甚至导致植株死亡 棬图棾棭暎

图棽暋叶绿素的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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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棳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影响因素及合成

途径相关编码基因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暎王世

斌椲棻椆椵对不同时期暍不同部位的安吉白茶新梢叶片

的叶绿素含量进行测定棳分析一年中其含量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以及与叶色暍气温的关系暎结果表明棳
春季安吉白茶各部位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均较低棳随

着时间的推移棳其含量逐渐升高棳夏秋季与其他茶

树品种相近棳秋季后期又下降棳其变化与叶片色

泽暍气温有关棳返白期叶绿素含量 低棳复绿后渐

渐增大棳气温值 在 棽棸曟 以 内棳叶 色 较 淡暎唐 晓

波椲棽棸椵对不同季节暍棾个不同地方茶树品种的鲜叶叶

绿素和成茶叶绿素及组分进行测定棳分析了其季节

变化规律和原因暎结果表明棳茶树鲜叶中叶绿素含

量随叶片成熟而逐渐增加棳表现为秋季椌夏季椌春

季棳不同季节鲜叶中叶绿素在加工过程中的损失程

度差异显著棳表现为在加工中夏季鲜叶中叶绿素破

坏 多棳秋季次之棳春季 少暎舒华等椲棽棻椵研究了

遮阳网遮荫处理对鸠坑暍龙井棿棾暍水古新梢叶绿

素生物合成前体物质和新梢叶绿素积累的影响暎结

果表明棳遮荫降低光照强度棳茶树新梢叶绿素含量

显著增加棳同时叶绿素生物合成的前体物质毮灢氨基

酮戊酸 棬斄斕斄棭暍卟啉胆色素原 棬斝斅斍棭暍尿卟啉

原栿 棬斦旘旓旂斿旑栿棭等的 含量降低棳而原卟 啉 桖
棬斝旘旓旚旓桖棭暍镁原卟啉桖 棬斖旂灢斝旘旓旚旓桖棭暍原叶绿素

酸酯 棬斝斻旇旍旈斾斿棭含量升高暎马春雷等椲棽棽棴棽 椵利用基

因芯片技术首次克隆了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途径中

的 棿 个 酶 基 因 的 斻斈斘斄 序 列 全 长棳 并 登 陆

斍斿旑斅斸旑旊 棬表棻棭棳这为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途径

基因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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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棾暋 叶绿素的生物合成途径及其关键酶椲棽棾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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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茶树叶绿素合成途径酶基因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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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步骤 暋名称 登录号

核苷酸长
度棷斺旔

栙 谷氨酰灢旚斠斘斄还原酶 斎斞椂椂棸棾椃棻 棽棻椂
栣 镁螯合酶 斎亚基 斎斞椂椂棸棾椂椄 棿棿棻椃
曫棻棿 叶绿素合酶 斎斞椂椂棸棾椃棸 棻棿椂棾
曫棻 叶绿素酸酯斸氧化酶 斎斞椂椂棸棾椂椆 棽棻棿椂

棾暋茶树叶绿素含量检测方法

植物叶绿素含量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分光光度

法椲棽椂椵暍荧光分析法椲棽椃椵暍光声光谱法椲棽椄椵暍色谱法椲棽椆椵和
活体叶绿素仪法椲棾棸椵棳这些方法的原理暍优缺点及其

在生产加工和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见表棽暎
根据研究目的棳可选取合适方法进行茶树叶绿

素含量的检测暎目前上述方法在茶树叶绿素含量的

检测中均有应用棳其中分光光度法暍色谱法暍活体

叶绿素仪法由于具有成熟暍稳定暍限制较少的特点

而常被采用暎
韩文炎等椲棾棻椵采用分光光度法棳以露天茶园作

对照棳对塑料大棚茶园茶树生理代谢进行了研究暎
结果表明棳塑料大棚茶园内茶树成熟叶片和新梢的

叶绿素斸暍斺含量和总量均有明显增加棳叶绿素总

量分别增加了棽灡棾棩和棽椆灡椄棩棳其差异达显著水

平棳叶绿素斸棷斺的比值也有所提高暎柯玉琴等椲棾棽椵

以田间栽培的棽年生铁观音茶树为试验材料棳应用

叶绿素荧光诱导动力学技术棳以不灌溉为对照棳分

析不同灌溉间隔时间处理对铁观音茶树叶片光合作

用的影响棳发现随着灌溉间隔期的延长棳棽年生铁

观音茶树叶片叶绿素含量降低暎郭春芳等椲棾棾椵以
暟铁观音暠和 暟福鼎大白茶暠棽个茶树品种为试验

材料棳研究水分胁迫对茶树叶片叶绿素荧光特性的

影响棳水分胁迫下棳茶树叶片 斝斢栻反应中心受到

伤害棳比较水分胁迫下 暟铁观音暠和 暟福鼎大白

茶暠叶片叶绿素荧光变化发现棳暟铁观音暠斝斢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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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心的胁迫耐性较强棳叶片光化学效率较高暎林

郑和等椲棾棿椵用 个不同钾浓度处理茶树棳进行茶树

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暎结果表明棳缺钾处理

茶树叶片 斚斒斏斝曲线 斚 点上升棳斝点下降棳同时出

现棻棸毺旙处的斕点和棾棸棸毺旙处的 斔 点棽个新点棳
缺钾条件下棳 大光化学效率暍电子传递的量子产

额暍还原量子效率暍吸收光能的性能指数暍单位面

积性能指数下降棳而 斨斒暍斨斏和耗散能增加暎潘顺

顺等椲棾 椵以含乙腈的流动相作为洗脱剂棳对茶饮料

中微量色素物质的 斎斝斕斆 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暎
结果显示在色谱柱长为棻 斻旐暍柱温为棾 曟暍总流

量为棻旐斕暍检测波长棿棸旑旐条件下棳新黄质暍紫

黄质暍叶黄素暍叶绿素斺暍叶绿素斸暍脱镁叶绿素

斺暍毬灢胡萝卜素和脱镁叶绿素斸等色素物质均可获

得基线分离暎赵杰文等椲棾椂椵以茶树为研究对象棳利

用高光谱技术分析茶树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及其分

布暎结果显示棳棽次土壤调节植被指数算法提取的

特征参数 佳棳预测模型校正集和预测集的相关系

数 分别为棸灡椄棿棾棾和棸灡椄棾棽棾棳 小均方根误差分

别为椆灡椆棻椄和椄灡椂棸棻棳利用高光谱成像技术分析茶

树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及其分布是可行的暎陈斌椲棾椃椵

研究了光谱反射无损测定植物叶绿素的方法棳经试

验证实方法实用可行棳其精度基本能满足对植物的

生长状态的在线检测和控制棳以及对茶叶生产暍加

工贮存以及运输和流通过程中的叶绿素含量的监

测棳可望替代耗时多暍费用大暍测量手段复杂的理

化法测定叶绿素的方法暎周小生等椲棾椄椵采用分光光

度计法和凯氏定氮法分别测定茶树叶片的叶绿素含

量棳并与叶绿素仪测定的 斆斆斏值进行相关性分析暎
结果表明棳斆斆斏值与叶绿素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棳
不同品种茶树叶片叶绿素含量差异明显棳但仍与其

斆斆斏值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棳说明叶绿素仪 斆斆斖灢
棽棸棸在茶树叶 片叶绿 素含 量 估 算 上 具 较 好 的 适

用性暎

表棽暋叶绿素检测方法

斣斸斺旍斿棽暋斆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斾斿旚斿旘旐旈旑斸旚旈旓旑

检测方法 原理 优点 缺点

分光光度法
利用叶绿素分子吸收光谱不同棳测定各特定峰值波长
下的光密度棳再根据叶绿素分子在该波长下的消光系
数棳计算出浓度暎

对设备 要 求 简 单椈应 用 广
泛暎

样品需预处理椈费时暍费力椈准确度
相对不高暎

荧光分析法
叶绿素分子能吸收能量而发射出荧光棳根据荧光的光
谱和荧光强度棳对叶绿素进行定性或定量暎 准确度和精确度高暎 能分析的体系有限棳样品须具有大

的共轭毿键结构暎

色谱法
利用叶绿素在不同相态的选择性分配棳以流动相对固
定相中的叶绿素进行洗脱棳混合物中不同的叶绿素会
以不同的速度沿固定相移动棳从而进行定性或定量暎

准确度和精确度高椈快速暍
灵敏暍可同时测定多组分椈
应用广泛暎

分析成本相对较高椈对操作人员技
术要求较高椈色谱仪价格及日常维
护费用较贵暎

光声光谱法
样品吸收光能产生光声波棳通过记录反映叶绿素的光
声波棬光声效应棭进行定量暎

灵敏度高椈适用范围广椈样
品用量少椈无需或仅需简单
预处理椈可无损探测暎

对光源稳定性要求高棳仍在不断地
改进和完善棳属发展中的新技术暎

叶绿素仪法
通过测量叶片在两种波长范围内的透光系数来评估
叶片当前叶绿素的相对含量暎

误差小暍快速暍灵敏椈可无损
伤田间快速测定暎

对测量区域和样品厚度有一定的限
制性椈一般只能检测总量暎

棿暋茶树叶绿素提取方法

叶绿素的提取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椇有机溶剂

萃取法椲棾椆棴棿棸椵暍吸附树脂萃取法椲棿棻椵暍超临界 斆斚棽萃

取法椲棿棽椵暍超声波萃取法椲棿棾椵暍微波萃取法椲棿棿椵棳这些

提取方法的过程和特点见表棾暎目前棳国内对不同

溶剂暍不同温度和提取时间对叶绿素提取效率所产

生的影响研究较多棳近年来由于微波辅助提取和超

临界斆斚棽萃取法能够大大降低提取时间和减少有机

溶剂的使用量棳逐渐备受关注暎
天然叶绿素遇热暍光暍酸暍碱等易分解棳且不

溶于水棳一般将天然叶绿素进行修饰使其变成稳定

的金属卟啉结构棳即叶绿素分子中的镁离子被其他

金属离子取代而成为叶绿素衍生物棳这些衍生物的

稳定性大大提高棳能够保存较长时间棳甚至在某些

方面功能性更强暎现多以植物为原料提取出叶绿

素棳再经提纯暍置换得到天然叶绿素衍生物叶绿素

金属盐暎目前叶绿素衍生物产品有叶绿素铜钠盐暍
叶绿素镁钠盐暍叶绿素钾钠盐暍叶绿素铜钾钠盐暍
叶绿素 铁钠盐暍叶 绿 素 铜 钾 盐暍叶 绿 素 锌 钠 盐

等椲棿 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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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暋叶绿素提取方法

斣斸斺旍斿棾暋斉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旓旀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

提取方法 工艺过程 特点

有机溶剂萃取法
鲜叶曻预处理棬去杂暍烘干暍磨碎棭曻浸提曻浓缩曻皂化曻萃取曻调
节旔斎置铜棬或其他金属离子棭曻纯化曻成盐曻烘干曻产品

操作简便棳但有机溶剂耗费量大棳难达食品安
全标准暎

吸附树脂萃取法
鲜叶曻预处理棬去杂暍烘干暍磨碎棭曻浸提曻金属置换曻树脂吸附曻
乙醇淋洗曻脱脂剂解吸曻减压浓缩曻真空干燥曻产品

工艺路线短棳设备简单棳操作方便棳产品纯度
高棳适用于工业生产暎

超临界斆斚棽萃取法
鲜叶曻预处理棬去杂暍烘干暍磨碎棭曻超临界 斆斚棽萃取曻减压曻分离

曻产品

萃取温度低暍传质速度好暍萃取速度快椈斆斚棽惰
性无毒暍廉价易得暍环境友好棳保证了被提取
物的纯天然性与自然风味暎

超声波萃取法
鲜叶曻预处理棬去杂暍烘干暍磨碎棭曻超声提取曻调旔斎 置铜棬或其他
金属离子棭曻纯化曻成盐曻烘干曻产品

萃取速度快暍时间短暍产率高暍无需加热暍节约
能源暎

微波萃取法
鲜叶曻预处理棬去杂暍烘干暍磨碎棭曻溶剂溶解曻微波处理曻过滤曻
蒸发浓缩曻产品

高选择性暍溶剂用量少暍能耗低暍升温均匀暍速
度快暎

暋暋上述方法均可用来提取茶树绿色素 棬主要成分

为叶绿素棭棳但有机溶剂萃取法仍比较常见暎萧伟

祥等椲棿椂椵从提取溶剂暍提取温度及提取时间对茶绿

色素的制取进行了系统研究暎结果表明棳椄棸棩乙醇

浸提茶末或椆 棩乙醇用于茶鲜叶棳制得的茶绿色

素粉末棳色泽深黄绿或墨绿色棳水溶液呈黄绿色棳
提取率达干物量的棽 棩暎杨家玲等椲棿椃椵用微型实验

手段以低档绿茶为原料棳以含水乙醇为溶剂从中提

取天然茶绿色素暎结果表明棳茶绿色素的稳定性较

好棳含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成分棳是颇具开

发应用价值的一种天然食用色素暎王玉等椲棿椄椵以茶

杀青叶为试材棳在单因子试验的基础上棳采用四因

素四水平正交试验设计对茶绿色素浸提工艺参数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暎结果表明棳采用棻棸棸棩的乙醇棳
棿灡 暶棻的醇茶比棳椃 曟水浴浸提棽 旐旈旑棳浸提效

果 佳棳浸出率为棾棻灡 棩暎赵先明等椲棿椆椵从混合液

配比暍提取的温度暍提取时间和浸提液用量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试验棳并从茶叶叶绿素的提取量和提取

液的稳定性方面比较了混合液提取法与传统的丙酮

研磨法暎结果表明混合液浸提法提取茶叶叶绿素棳
提取完全棳提取量高于传统法棳而且混合液浸提法

制得的茶叶叶绿素提取液稳定性更好暎总结发现棳
混合液浸提法的 佳条件是椇室温下棳丙酮暶乙醇

暶水椊棾暶椂暶棻的混合液棾棸旐斕棳避光提取棻旇暎
超临界斆斚棽萃取法具有无溶剂残留毒性暍天然

活性成分和热敏性成分不易被分解破坏等诸多优

点棳在茶树活性成分萃取中受到广泛青睐椲棸棴 棽椵暎
岳鹏翔等椲棾椵用超临界 斆斚棽及用水暍乙醇暍乙酸乙

酯作夹带剂萃取绿茶中的叶绿素棳初步研究结果表

明叶绿素能溶于超临界斆斚棽棳当使用乙醇作夹带时

能够较好地从绿茶中提取分离叶绿素暎
在叶绿素金属盐中棳尽管铜络合物的色泽及稳

定性比锌络合物好棳但铜离子属于重金属离子棳毒

害性较大棳而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棳因此在食

品和医药领域棳适宜采用锌离子取代叶绿素分子中

的镁离子形成叶绿素锌络合物椲棿椵暎茶叶中叶绿素

锌络合物的开发应用比较常见暎杨晓萍等椲 椵利用

低档茶叶及其废弃物制备新型纯天然水溶性茶绿色

素叶绿素锌钠盐暎结果表明棳该色素水溶性极好棳
呈鲜艳的绿色棳稳定性强棳是一种优质的天然营养

保健食用色素暎赖海涛等椲椂椵利用新鲜茶叶制备叶

绿素锌钠盐棳研究其 佳锌代工艺条件暎结果表明

锌代反应 佳工艺条件为椇茶叶暶斱旑斢斚棿暏椃斎棽斚
椊 暶椃灡棻棳温度为椂棸曟棳时间为棽旇暎叶绿素锌钠

盐水溶性暍耐热性暍耐氧化还原性暍旔斎 为棽灡椄暙
棻棽灡椃椄时的耐光性均较好棳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和金

属离子对叶绿素锌钠盐的稳定性无影响暎
暋展暋望

灡棻暋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机制研究

自然或人工创造的叶色突变体对于叶绿素相关

基因的功能分析非常必要椲椃椵暎当前叶色突变体已

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和生产实践棳茶树叶色突变体

比较普遍棳玉白色暍紫红色暍黄色等在生产上均有

发现椲椄棴椂棻椵棳可利用茶树叶色突变体开展叶绿素相

关基因的功能研究暎随着茶树遗传转化体系的不断

完善棳以茶树叶色突变体为受体材料进行遗传转

化棳可以直接而有效地分析相关基因的功能暎
叶绿素的生物合成十分复杂棳除了外部环境条

件对其生长发育有影响外棳内在相关基因的调控也

是叶绿素代谢机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暎尽管模式

生物叶绿素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棳但仍有许多问题

没有解决棳如叶绿素合成控制机制暍细胞内核灢质

间基因组互作和信号调控等椲椂棽棴椂棾椵棳茶树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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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落后棳相信随着新技术在茶树上的应用以及茶

树功能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深入棳茶树叶绿

素生物合成机制将被逐步揭开神秘的面纱暎
灡棽暋茶树叶绿素与茶叶品质的关系

目前茶树叶片色泽差异与成茶品质风格之间联

系的研究仍为数不多且不够深入椲椂棿椵棳有必要继续

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暎叶绿素是茶树叶片主要

色素之一棳其含量变化深刻地影响着茶叶品质风

格棳通过研究茶树叶绿素与茶叶品质风格之间的关

系能够进一步揭示茶树芽叶颜色与成茶品质风格之

间的关系棳为茶树品质育种提供参考暎
灡棾暋茶树叶绿素应用于化工领域

叶绿素及其衍生物是一类无毒或低毒的天然绿

色素棳在对需要着色和改善或保持天然绿色材料上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棳在化工领域作为着色或染色

剂已有广泛的应用椲椂 棴椂椂椵暎从茶叶中提取的叶绿素棳
具有茶清香棳并且颜色清新棳是可供开发和应用的

天然绿色染料棳但其色谱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棳
因此提高叶绿素等天然色素的色谱范围将是今后天

然染料开发的重点椲椂椃椵暎叶绿素在绿色伪装涂料中

的应用目前也是一个新课题棳但叶绿素的耐光耐候

性暍稳定性较差棳对于如何提高叶绿素产品的耐光

性暍稳定性棳实现叶绿素与绿色植被同色同谱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椲椂椄棴椂椆椵暎
灡棿暋茶树叶绿素应用于食品与药品领域

叶绿素与人类和大多数动物体内血液中血红素

结构相似棳其来源丰富棳安全实用棳易于为人体吸

收棳为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棳在食品与药品领

域应用十分广泛椲椃棸棴椃棿椵暎食品上主要将叶绿素作为

食品色素和着色剂棳但叶绿素遇光暍热暍酸暍碱不

稳定棳因此棳如何改造叶绿素分子内暍外结构棳提

高叶绿素的稳定性棳扩大其在食品中的应用范围需

要继续研究椲椃 椵暎叶绿素具有改善便秘暍降低胆固

醇暍抗衰老暍排毒消炎暍脱臭暍抗癌抗突变等功

能椲椃椂椵棳如何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精制暍提炼叶绿素

精华棳并对其结构加以化学修饰棳制成结构明确暍
性质稳定的叶绿素衍生物单体或混合制剂是叶绿素

类新药的研究热点棳在医药保健等方面有良好的开

发前景暎
基于上述分析棳提出以下建议棳为茶树叶绿素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椇栙茶树是多年生木本植

物棳遗传上高度杂合棳其叶绿素遗传机制和相关功

能基因研究尚不够深入棳仍处在起步阶段棳拟南

芥暍水稻等模式植物叶绿素生物合成途径暍基因克

隆及代谢调控等可为茶树叶绿素研究提供参考暎栚

色素是形成茶树叶片色泽的物质基础棳色素类物质

既是成茶色泽因子棳又是汤色暍滋味因子棳其含量

及变化对成茶品质风格至关重要棳与制茶品质之间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暎叶绿素是茶树叶片的主要

色素棳探索茶树叶绿素与茶叶品质之间的关系可为

茶树品质育种提供参考暎栛叶绿素在化工暍食品与

医药领域应用广泛棳茶是深受欢迎的饮料且来源广

泛棳从茶叶中提取叶绿素及开发相关深加工产品是

提高我国茶叶经济效益暍保障茶产业可持续和健康

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程建峰棳陈根云棳沈允钢棶植物叶片特征与光合性能的关系

椲斒椵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棽棳棽棸 棬棿棭椇棿椂椂棴棿椃棾棶
椲棽椵张亚莲棳常硕其棳傅海平棳等棶茶园土壤镁含量对茶树生长及

产量品质的影响 椲斒椵棶贵州科学棳棽棸棸椄棳棽椂 棬棽棭椇棾棸棴棾棾棶
椲棾椵宛晓春棶茶叶生物化学 椲斖椵棶第棾版棶北京椇中国农业出版

社棳棽棸棸棾椇棽棽棴棽棾棶
椲棿椵马士成棳于海宁棳沈生荣棶茶绿色素的制备及其稳定性研究进

展 椲斒椵棶茶叶棳棽棸棸椃棳棾棾 棬棻棭椇棻棻棴棻 棶
椲椵斒斚斆棳斢斚斘斒斎棳斕斉斉 斎斒棳斿旚斸旍棶斏旘旘斸斾旈斸旚旈旓旑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旀旓旘

斻旓旍旓旘旘斿旐旓旜斸旍斸旑斾旔旛旘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旂旘斿斿旑旚斿斸旍斿斸旜斿旙斿旞旚旘斸斻旚 椲斒椵棶
斠斸斾旈斸旚旈旓旑斝旇旟旙旈斻旙斸旑斾斆旇斿旐旈旙旚旘旟棳棽棸棸棾棳椂椂 棬棽棭椇棻椃椆棴棻椄棿棶

椲椂椵潘顺顺棶绿茶鲜汁饮料色素物质组成及其护绿措施研究 椲斈椵棶
杭州椇浙江大学棳棽棸棸椃棶

椲椃椵戴前颖棳夏涛棳高丽萍棳等棶绿茶汤呈色物质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棳棽棸棻棻棳棾椄 棬椂棭椇椄椄椃棴椄椆棻棶

椲椄椵张怀斌棶叶绿素的光学性质及其应用 椲斈椵棶济南椇山东师范

大学棳棽棸棸椄棶
椲椆椵斘斄斍斄斣斄斘棳斣斄斘斄斔斄斠棳斢斄斣斚斎斢棳斿旚斸旍棶斏斾斿旑旚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

旓旀 斸 旜旈旑旟旍 旘斿斾旛斻旚斸旙斿 旂斿旑斿 旀旓旘 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 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 旈旑
斸旑斾旈旐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旀旓旘旚旇斿斿旜旓旍旛旚旈旓旑 旓旀

旔旘旓斻旇旍旓旘旓斻旓斻斻旛旙旙旔斿斻旈斿旙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斆斿旍旍棳棽棸棸 棳棻椃椇棽棾棾棴棽棿棸棶
椲棻棸椵斘斄斍斄斣斄斘棳斣斄斘斄斔斄斠棳斣斄斘斄斔斄 斄棶斣旇斿斖斸旉旓旘旘旓旛旚斿

旀旓旘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旈旑斻旍旛斾斿旙椲棾棳椄灢斾旈旜旈旑旟旍椵灢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旈斾斿
斸旘斿斾旛斻旚旈旓旑旈旑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斆斿旍旍斝旇旟旙旈旓旍棳
棽棸棸椃棳棿椄棬棻棽棭椇棻椄棸棾棴棻椄棸椄棶

椲棻棻椵斅斉斄斕斉斢棶斍旘斿斿旑旂斿旑斿旙旂旍斿斸旑斿斾椲斒椵棶斣旘斿旑斾斝旍斸旑旚斢斻旈棳棽棸棸 棳棻棸
棬椃棭椇棾棸椆棴棾棻棽棶

椲棻棽椵斖斚斆斔斎斝棳斣斠斄斏斘斚斣斣斏斕棳斔斠斦斢斉斉棳斿旚斸旍棶斏旙旓旍斸旚旈旓旑棳旙斿旕旛灢
斿旑斻旈旑旂 斸旑斾 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 旓旀 斻斈斘斄 旙斿旕旛斿旑斻斿旙 斿旑斻旓斾旈旑旂
旛旘旓旔旓旘旔旇旟旘旈旑旓旂斿旑斾斿斻斸旘斺旓旞旟旍斸旙斿旀旘旓旐旚旓斺斸斻斻旓斸旑斾斺斸旘旍斿旟 椲斒椵棶
斝旍斸旑旚斖旓旍斅旈旓旍棳棻椆椆 棳棽椄 棬棽棭椇棽棿 棴棽椂棶

椲棻棾椵斔斠斦斢斉斉棳 斖斚斆斔斎斝棳 斍斠斏斖斖斅棶斆旓旔旘旓旔旓旘旔旇旟旘旈旑旓旂斿旑 栿
旓旞旈斾斸旙斿旀旘旓旐斺斸旘旍斿旟斸旑斾旚旓斺斸斻斻旓灢旙斿旕旛斿旑斻斿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斸旑斾旈旑旈旚旈斸旍
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旙旚旛斾旈斿旙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斸棳棻椆椆 棳棻椆椂棬棿棭椇椃椆椂棴椄棸棾棶

椲棻棿椵斒斦斘斍斔斎棳斎斦斠斒棳斠斮斦斆斎棳斿旚斸旍棶斆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斸
旘旈斻斿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灢斾斿旀旈斻旈斿旑旚旐旛旚斸旑旚旛旙旈旑旂旚旇斿斣灢斈斘斄旂斿旑斿灢旚旘斸旔
旙旟旙旚斿旐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斆斿旍旍斝旇旟旙旈旓旍棳棽棸棸棾棳棿棿 棬棭椇棿椂棾棴棿椃棽棶

椲棻 椵斢斄斪斉斠斢斠斒棳斨斏斘斉斮斒棳斊斄斠斖斉斠斝斠棳斿旚斸旍棶斣旇斿旐斸旈旡斿
棻 棬 棻棭旂斿旑斿斿旑斻旓斾斿旙旚旇斿斏旙旛斺旛旑旈旚旓旀旐斸旂旑斿旙旈旛旐

椂棸棿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斻旇斿旍斸旚斸旙斿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斖旓旍斅旈旓旍棳棽棸棸椂棳椂棸 棬棻棭椇椆 棴棻棸椂棶
椲棻椂椵斕斄斠斔斏斘 斠 斖棳斄斕斚斘斢斚 斒 斖棳斉斆斔斉斠 斒 斠棳斿旚斸旍棶斄

旘斿旂旛旍斸旚旓旘旓旀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斸旑斾旈旑旚旘斸斻斿旍旍旛旍斸旘旙旈旂旑斸旍旈旑旂
椲斒椵棶斢斻旈斿旑斻斿棳棽棸棸棾棳棽椆椆椇椆棸棽棴椆棸椂棶

椲棻椃椵斨斚斘斍斠斚斖斚斊斊斉斈棳斄斕斄斪斄斈斮斄棳斖斉斏斘斉斆斔斉斕棳斿旚斸旍棶
斄 旔旍斸旙旚旈斾灢斾斿旘旈旜斿斾 旘斿旂旛旍斸旚旓旘 旓旀旑旛斻旍斿斸旘 旂斿旑斿 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旈旑
斻旇旍斸旐旟斾旓旐旓旑斸旙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斆斿旍旍棳棽棸棸椄棳棽棸 棬棾棭椇 棽棴 椂椃棶

椲棻椄椵王平荣棳张帆涛棳高家旭棳等棶高等植物叶绿素生物合成的

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西北植物学报棳棽棸棸椆棳棽椆棬棾棭椇椂棽椆棴椂棾椂棶
椲棻椆椵王世斌棶安吉白茶叶绿素含量的规律性研究 椲斒椵棶浙江农业

科学棳棽棸棻棻棳棬椂棭椇棻棽椂椆棴棻棽椃棽棶
椲棽棸椵唐晓波棳刘晓军棳师大亮棳等棶茶叶中叶绿素含量的季节性

差异研究 椲斒椵棶浙江农业科学棳棽棸棸椆棳棬棾棭椇 棸棽棴 棸棾棶
椲棽棻椵舒华棳王盈峰棳张士康棳等棶遮荫对茶树新梢叶绿素及其生

物合 成 前 体 的 影 响 椲斒椵棶 茶 叶 科 学棳棽棸棻棽棳棾棽 棬棽棭椇
棻棻 棴棻棽棻棶

椲棽棽椵斖斄 斆斕棳斆斎斉斘斕棳斮斄斚 斖 斱棳斿旚斸旍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旑斻斺旈棶
旑旍旐棶旑旈旇棶旂旓旜棷旑旛斻斻旓旘斿棷斎斞椂椂棸棾椃棻椲斉斅棷斚斕椵灡棽棸棻棽棴棸椆棴棽棽棶

椲棽棾椵斖斄 斆斕棳斆斎斉斘斕棳斮斄斚 斖 斱棳斿旚斸旍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旑斻斺旈棶
旑旍旐棶旑旈旇棶旂旓旜棷旑旛斻斻旓旘斿棷斎斞椂椂棸棾椂椄椲斉斅棷斚斕椵灡棽棸棻棽棴棸椆棴棽棽棶

椲棽棿椵斖斄 斆斕棳斆斎斉斘斕棳斮斄斚 斖 斱棳斿旚斸旍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旑斻斺旈棶
旑旍旐棶旑旈旇棶旂旓旜棷旑旛斻斻旓旘斿棷斎斞椂椂棸棾椃棸椲斉斅棷斚斕椵灡棽棸棻棽棴棸椆棴棽棽棶

椲棽 椵斖斄斆斕棳斆斎斉斘斕棳斮斄斚斖斱棳斿旚斸旍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旑斻斺旈棶旑旍旐棶
旑旈旇棶旂旓旜棷旑旛斻斻旓旘斿棷斎斞椂椂棸棾椂椆椲斉斅棷斚斕椵灡棽棸棻棽棴棸椆棴棽棽棶

椲棽椂椵苏正淑棶几种测定植物叶绿素含量的方法比较 椲斒椵棶植物生

理学通讯棳棻椆椄椆棳棽 棬棭椇椃椃棴椃椄棶
椲棽椃椵李晓棳冯伟棳曾晓春棶叶绿素荧光分析技术及应用进展 椲斒椵棶

西北植物学报棳棽棸棸椂棳棽椂 棬棻棸棭椇棽棻椄椂棴棽棻椆椂棶
椲棽椄椵陈秉初棳方健文棳杜浩棳等棶光声光谱法测定植物叶片中的

叶绿 素 含 量 椲斒椵棶 植 物 生 理 学 通 讯棳棻椆椆棾棳棽椆 棬棿棭椇
棽椃椂棴棽椃椄棶

椲棽椆椵施红林棳王宝兴棳刘巍棳等棶固相萃取灢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烟草样品中植物色素的研究 椲斒椵棶中国烟草学报棳棽棸棸棾棳椆
棬棽棭椇棻棴 棶

椲棾棸椵吴平棳罗安程棶应用分子标记研究氮素胁迫条件下水稻叶片

叶绿素含量差异的遗传背景 椲斒椵棶遗传学报棳棻椆椆椂棳棽棾 棬椂棭椇
棿棾棻棴棿棾椄棶

椲棾棻椵韩文炎棳王国庆棳许允文棶塑料大棚对茶树生理代谢的影响

椲斒椵棶中国农业科学棳棽棸棸棾棳棾椂 棬椆棭椇棻棸棽棸棴棻棸棽 棶
椲棾棽椵柯玉琴棳庄重光棳何华勤棳等棶不同灌溉处理对铁观音茶树

光合作 用 的 影 响 椲斒椵棶应 用 生 态 学 报棳棽棸棸椄棳棻椆 棬棻棸棭椇
棽棻棾棽棴棽棻棾椂棶

椲棾棾椵郭春芳棳孙云棳唐玉海棳等棶水分胁迫对茶树叶片叶绿素荧

光特性的影响 椲斒椵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棳棽棸棸椆棳棻椃 棬棾棭椇
椂棸棴 椂棿棶

椲棾棿椵林郑和棳钟秋生棳陈常颂棳等棶缺钾对茶树幼苗叶片叶绿素

荧光特性的影响 椲斒椵棶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棳棽棸棻棽棳棻椄 棬棿棭椇
椆椃棿棴椆椄棸棶

椲棾 椵潘顺顺棳陆建良棳杨晓丽棳等棶茶饮料中微量色素物质的

斎斝斕斆分 析 方 法 研 究 椲斒椵棶 茶 叶 科 学棳棽棸棸椃棳棽椃 棬棿棭椇
棾棿棾棴棾棿椄棶

椲棾椂椵赵杰文棳王开亮棳欧阳琴棳等棶高光谱技术分析茶树叶片中

叶绿素含量及分布 椲斒椵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棳棽棸棻棻棳棾棻 棬棽棭椇

棻棽棴 棻 棶
椲棾椃椵陈斌棶光谱分析在茶鲜叶叶绿素检测中的应用 椲斒椵棶安徽农

业科学棳棻椆椆椂棳棽棿 棬棿棭椇棾椃棻棴棾椃棽棳棾椃 棶
椲棾椄椵周小生棳周月琴棳庞磊棳等棶叶绿素仪斆斆斖灢棽棸棸在测定茶树

叶片叶绿素和氮素含量上的应用 椲斒椵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棳
棽棸棻棽棳棾椆 棬棻棭椇棻棸棴棻棾棶

椲棾椆椵黄持都棳胡小松棳廖小军棳等棶叶绿素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中国

食品添加剂研究棳棽棸棸椃棳棬棾棭椇棻棻棿棴棻棻椄棶
椲棿棸椵明华棳胡春胜棳张玉铭棳等棶浸提法测定玉米叶绿素含量的

改进 椲斒椵棶玉米科学棳棽棸棸椃棳棻 棬棿棭椇椆棾棴椆 棳椆椆棶
椲棿棻椵刘永宁棳范云鸽棳史作清棳等棶斆斈灢椄吸附树脂提取分离甜叶

菊废叶中叶绿素的研究 椲斒椵棶离子交换与吸附棳棻椆椆棾棳椆
棬棿棭椇棾棽椂棴棾棽椆棶

椲棿棽椵吴浩棳金君素棳张泽廷棳等棶超临界 斆斚棽萃取毛竹叶中的叶

绿素 椲斒椵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椃棳棾棿 棬棻棭椇椆棽棴椆棿棶
椲棿棾椵邓祥元棳沙鹏棳高坤棳等棶应用响应面法优化蚕沙叶绿素超

声波辅助提取工艺椲斒椵棶蚕业科学棳棽棸棻棽棳棾椄棬棽棭椇棾棻椃棴棾棽棻棶
椲棿棿椵汪坤棳海洪棳金文英棳等棶微波辅助提取蚕沙中叶绿素的工

艺研究 椲斒椵棶食品科学棳棽棸棸椆棳棾棸 棬椂棭椇椃椂棴椃椆棶
椲棿 椵潘慧娟棶不同溶剂对蚕沙中叶绿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椲斒椵棶杭

州师范学院学报棳棽棸棸椂棳 棬棻棭椇 棸棴 棽棶
椲棿椂椵萧伟祥棳王勇棳李纯棳等棶茶绿色素的制取研究 椲斒椵棶安徽

农学院学报棳棻椆椆棽棳棻椆 棬棾棭椇棻椄棽棴棻椄椄棶
椲棿椃椵杨家玲棳于桂生棳葛兰棶茶绿色素的提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椲斒椵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棸棳棬椂棭椇棻棸椄棴棻棻棸棶
椲棿椄椵王玉棳李凤娟棳丁兆堂棳等棶利用杀青叶提取茶绿色素工艺

研究 椲斒椵棶茶叶棳棽棸棸 棳棾棻 棬棽棭椇椆椃棴椆椆棶
椲棿椆椵赵先明棳汪艳霞棳杜晓棳等棶茶叶叶绿素混合液浸提法提取

条件优化 椲斒椵棶西南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棻棳棽棿 棬棿棭椇棻棾棸棾棴棻棾棸椄棶
椲棸椵周海滨棳宋新生棶超临界斆斚棽脱除茶叶咖啡碱的工艺优化研

究 椲斒椵棶食品科学棳棽棸棸棾棳棽棿 棬棭椇椄椄棴椆棻棶
椲棻椵麻成金棳吴竹青棳黄伟棳等棶响应面法优化茶叶籽油超临界

二 氧 化 碳 萃 取 工 艺 椲斒椵棶食 品 科 学棳棽棸棻棻棳棾棽 棬棽棸棭椇
棻棸椄棴棻棻棾棶

椲棽椵余锐棳王娟棳黄惠华棶响应曲面法优化超临界 斆斚棽萃取茶树

花工艺及萃取物成分分析 椲斒椵棶食品科学棳棽棸棻棽棳棾棾 棬棻棽棭椇
棻棸棽棴棻棸椃棶

椲棾椵岳鹏翔棳董英棳吴守一棶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从绿茶中萃取叶

绿素的初步研究 椲斒椵棶中国食品添加剂棳棻椆椆椂棳棬棻棭椇棿棴椂棶
椲棿椵张慜棳陈德慰棶绿色蔬菜加工中叶绿素金属离子络合物的研

究进展 椲斒椵棶无锡轻工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棻棳棽棸 棬棿棭椇棿棿棸棴棿棿棿棶
椲 椵杨晓萍棳郭大勇棳张庆华棶新型茶绿色素叶绿素锌钠盐的研

究 椲斒椵棶茶叶科学棳棽棸棸棾棳棽棾 棬棻棭椇棽椃棴棾棸棶
椲椂椵赖海涛棳黄万钦棶茶叶叶绿素锌钠盐的制备及其稳定性研究

椲斒椵棶茶叶科学棳棽棸棸椂棳棽椂 棬棻棭椇 椆棴椂棿棶
椲椃椵斨斚斘 斪斉斣斣斢斣斉斏斘斈棳斍斚斦斍斎斢棳斔斄斘斘斄斘斍斄斠斄斆斍棶

斆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斺旈旓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 椲斒椵棶斝旍斸旑旚 斆斿旍旍棳棻椆椆 棳椃 棬椃棭椇
棻棸棾椆棴棻棸椃棶

椲椄椵马春雷棳姚明哲棳王新超棳等棶利用基因芯片筛选茶树芽叶

紫化相关基因 椲斒椵棶茶叶科学棳棽棸棻棻棳棾棻 棬棻棭椇 椆棴椂 棶
椲椆椵陈林波棳夏丽飞棳孙云南棳等棶特异茶树品种 暟紫娟暠叶色

转变的基因表达差异分析 椲斒椵棶茶叶科学棳棽棸棻棽棳棾棽 棬棻棭椇
椆棴椂 棶

椃棸棿棻第棻棽期 王让剑椇茶树叶绿素生物合成及其检测与提取研究进展



椲椂棸椵成浩棳李素芳棳陈明棳等棶安吉白茶特异性状的生理生化本

质 椲斒椵棶茶叶科学棳棻椆椆椆棳棻椆 棬棽棭椇椄椃棴椆棽棶
椲椂棻椵王开荣棳李明棳梁月荣棳等棶茶树新品种黄金芽选育研究

椲斒椵棶中国茶叶棳棽棸棸椄棳棬棿棭椇棽棻棴棽棾棶
椲椂棽椵史典义棳刘忠香棳金危危棶植物叶绿素合成暍分解代谢及信

号调控 椲斒椵棶遗传棳棽棸棸椆棳棾棻 棬椃棭椇椂椆椄棴椃棸棿棶
椲椂棾椵吴自明棳张欣棳万建民棶叶绿素生物合成的分子调控 椲斒椵棶

植物生理学通讯棳棽棸棸椄棳棿 棬椂棭椇棻棸椂棿棴棻棸椃棸棶
椲椂棿椵陈键棳郭吉春棶不同叶色乌龙茶品种的加工技术比较 椲斒椵棶

茶叶科学技术棳棽棸棸椆棳棬棿棭椇棻椃棴棻椆棶
椲椂 椵杨熙鸿棳纪平雄棳黄自然棶叶绿素及其衍生物的应用 椲斒椵棶

广东蚕业棳棻椆椆椄棳棾棽 棬棽棭椇 棾棴 椄棶
椲椂椂椵陈荣棳廖晓峰棶叶绿素衍生物制备有机颜料的研究 椲斒椵棶化

工时刊棳棽棸棸椄棳棽棽 棬棻棽棭椇棾棽棴棾棾棶
椲椂椃椵陈进国棳吴赞敏棳曹莹棶茶叶绿素对大豆蛋白复合纤维超临

界斆斚棽染色的研究 椲斒椵棶毛纺科技棳棽棸棸椄棳棬椃棭椇椄棴棻棻棶
椲椂椄椵黄之杰棳费逸伟棳黄之宁棶叶绿素在绿色伪装涂料中的应用

研究 椲斒椵棶现代涂料与涂装棳棽棸棸椂棳棬棿棭椇棻棾棴棻椃棶
椲椂椆椵杨玉杰棳胡碧茹棳吴文健棶天然叶绿素的稳定化及伪装应用

椲斒椵棶功能材料棳棽棸棻棻棳棿棽 棬斢棻棭椇棾椃棿棴棾椃椂棳棾椄棻棶
椲椃棸椵王敏棳刘邻渭棶叶绿素及衍生物研究进展与护绿工艺分析

椲斒椵棶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棳棽棸棸棻棳棻椂 棬棻棭椇椂棾棴椂椃棶
椲椃棻椵舒海民棳赵轶棳金绮棶复方叶绿素铜钠栓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椲斒椵棶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棳棽棸棸椂棳棽棾 棬棽棭椇棻椂椃棴棻椂椄棶
椲椃棽椵李丽贤棳陈新棳崔健棳等棶叶绿素口腔溃疡膜的制备与应用

椲斒椵棶长春中医学院学报棳棽棸棸棿棳棽棸 棬棿棭椇棿棻棶
椲椃棾椵柳新平棳王新明棳周开文棳等棶叶绿素在肿瘤防治中的应用

研究进 展 椲斒椵棶中 国 肿 瘤 临 床 与 康 复棳棽棸棸椃棳棻棿 棬棾棭椇
棽椂椆棴棽椃棻棶

椲椃棿椵关锦毅棳郝再彬棳张达棳等棶叶绿素提取与检测及生物学功

效的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椆棳棿棸 棬棻棽棭椇
棻棾棸棴棻棾棿棶

椲椃 椵魏宝峰棳赵世匡棳黄捷棶叶绿素的化学变化机理及其绿色保

护途径 椲斒椵棶大连轻工业学院学报棳棻椆椆棿棳棻棾 棬棾棭椇 棽棴 棶
椲椃椂椵黄寿吾棶叶绿素的药理和临床应用 椲斒椵棶食品与药品棳棽棸棸椂棳

椄 棬棿棭椇 棴椄棶
棬责任编辑椇张暋梅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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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圆叶决明营养与逆境生理生态暦 书评

林文雄

福建农林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棳在自然因素及长期人为不合理开发的双重驱动下棳南方红

壤丘陵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棳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暍自然灾害频发暍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地力水平低下等特

征暎每年因水土流失带走 斘暍斝暍斔的总量约为棻灡棽椄暳棻棸椂旚棳侵蚀导致土壤质量下降棳土地生产力低下暎面对恶劣

的生态环境棳草本植物作为保水改土的先锋植物棳具有在乔木暍灌木无法适应的气候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棳并且投资

少暍见效快暎在草种选择方面棳我国虽筛选出一些适应性强的禾本科草种棳但仍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棳更是缺

乏抗逆性强的豆科品种暎另外棳我国南方地区虽然年降雨量大棳但年度分布不均棳春夏暴雨频繁棳同时季节性干旱

也较为严重暎再者棳气温的变幅较多棳夏季高温炎热棳而冬季又时常遇到低温侵扰暎因此棳在南方红壤丘陵区棳许

多温带草种难于越夏棳而热带型草种则难于越冬棳草种的选育工作难度极大暎
暥圆叶决明营养与逆境生理生态暦一书棳是翁伯琦研究员率领的研究团队针对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的生态问题

和草食畜牧发展需要棳开展了棽棸多年的系统研究的成果总结棳该书于棽棸棻棻年棻月由科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棳是目

前国内外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 暟圆叶决明暠这一重要豆科牧草植物营养生理与逆境生态的科研专著暎全书共

分为棻棻个章节棳棿椃灡椃万字棳内容涵盖了品种引进与遗传改良暍施肥管理与营养品质暍逆境生理与防控措施暍种苗

繁育与综合利用等研究与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暎在创作内容和体现形式上棳该书既重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

性棳从酶学暍细胞解剖学暍差异蛋白质组学等水平上深入研究了圆叶决明的抗旱和抗寒生理棳营养吸收与利用特

性棳从而提出了圆叶决明抗旱暍抗寒性鉴定的生理指标体系和逆境防控技术棳为圆叶决明乃至其它豆科牧草的抗逆

遗传改良和优质高产栽培提供了理论依据椈又十分注重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棳列举了多个圆叶决明品种

棬系棭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相应的高产栽培技术案例棳并详细介绍了圆叶决明在果 棬茶棭园套种暍种苗繁育暍饲料开

发暍食用菌栽培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综合利用技术与模式棳为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的草业生产与保护性综合开

发棳提供了诸多实用技术和成功典型暎因此棳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棳它既是一本非常适合

从事草业科学和应用生态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研究生学习和使用的参考书棳同时也可以作为草业生产和生

态修复的实践工作者学习相关实用技术的指导书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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