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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度 棬图棾灢斅棭暍蒸腾速率 棬图棾灢斈棭暍水分利用率

棬图棾灢斉棭暍单位面积干重 棬图棾灢斊棭等总体上是随

着氟浓度的增加而下降的棳其中叶片 斆斚棽 同化速

率 棬图棾灢斄棭在氟浓度达到了椂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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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椈胞间斆斚棽浓度 棬图棾灢斆棭随着氟浓度的增加

而上升棳但各处理差异不显著暎同时发现棳在低浓

度氟 棬棻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棭处理时棳茶树叶片的斆斚棽 同

化速率暍气孔导度暍蒸腾速率暍单位面积干重暍胞

间斆斚棽浓度等均会出现较小幅度的上升棳而后再下

降棳但各处理都未有显著的差异暎

图棻暋氟对茶树生物量及根冠比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斊灢旙旚旘斿旙旙旓旑斾旘旟旝斿旈旂旇旚旚斿斸旘旓旓旚
注椇斄为根冠比椈斅为茎干重椈斆为叶片干重椈斈为根系干重暎椂次重复取均值棳图棽暙棿同暎

图棽暋氟对茶树各部位氟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斊灢旙旚旘斿旙旙旓旑斊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旈旑旚斿斸旍斿斸旜斿旙棳旙旚斿旐旙斸旑斾旘旓旓旚旙
注椇斄为根冠比椈斅为茎干重椈斆为叶片干重椈斈为根系干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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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棾暋氟对茶树叶片光合系统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斊灢旙旚旘斿旙旙旓旑旔旇旓旚旓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旓旀旚斿斸旔旍斸旑旚
注椇斄为斆斚棽同化速率椈斅为气孔导度椈斆为胞间斆斚棽椈斈为蒸腾速率 斉为水分利用率椈斊为鲜叶单位面积干重暎

棽灡棾暋氟对茶树光合色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棿可看出棳叶绿素斸 棬图棿灢斄棭暍叶绿素斺
棬图棿灢斅棭暍叶绿素总量 棬图棿灢斆棭暍类胡萝卜素 棬图
棿灢斉棭均在氟浓度为棻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时略有上升棳之

后呈下降趋势棳但在各处理变化不显著椈叶绿素

斸棷斺 棬图棿灢斈棭在施氟分别为棻棸棸暍棽棸棸旐旂暏斕棴棻处

理时较高棳之后略下降棳但各处理比值均比未施氟

处理 棬棸旐旂暏斕棴棻棭高棳且差异不显著椈类胡萝卜

素与叶绿素含量比值 棬图棿灢斊棭随着氟浓度的增加

是呈减小趋势的棳各处理也未有显著差异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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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氟对茶树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斊灢旙旚旘斿旙旙旓旑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旚斿斸旍斿斸旜斿旙
注椇斄为叶绿素斸椈斅为叶绿素斺含量椈斆为叶绿素总量椈斈为叶绿素斸棷叶绿素斺椈斉为类胡萝卜素含量椈斊为类胡萝卜素棷叶绿素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本 研 究 发 现棳当 氟 处 理 浓 度 较 低 时 棬棻棸棸
旐旂暏斕棴棻棭棳叶绿素斸暍叶绿素斺暍类胡萝卜素以及

叶绿素总量等均有略微的升高棳而后下降暎茶树叶

片的斆斚棽 同化速率暍气孔导度暍蒸腾速率暍单位

面积干重暍胞间 斆斚棽 浓度等均在低浓度氟 棬棻棸棸
旐旂暏斕棴棻棭处理时会出现较小幅度的上升暎李春

雷椲棻棽椵曾 研 究 表 明棳 在 氟 处 理 下 低 浓 度 棬棽
旐旂暏斕棴棻棭范围棳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轻微增

加棳但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椈超过棽旐旂暏斕棴棻棳
随氟浓度的增加棳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均显著下

降 棬 椉棸灡棸 棭棳并且这棽个指标与氟浓度呈显著

负相关 棬斻旇旍椊棴棸灡椆棿棾椆棳 斝旑椊棸灡椆椂棿椄棭暎因此认

为棳低浓度氟对茶树幼苗光合作用以及与光合作用

相关的色素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暎较高浓度

的氟 棬超过棽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棭棳会使茶树叶片受害棳
叶绿素含量降低棳使其捕获光能和转化成化学能的

能力减弱棳导致净光合速率下降暎推测茶树叶片

斆斚棽 同化下降可能主要原因是非气孔因素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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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暎
氟作为生物活性元素能被植物吸收棳目前还没

有证据证明氟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素棳一般认为氟

对植物是有毒害的暎李琼等椲棻 椵研究表明低浓度氟

对茶树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棳但高浓度氟抑制茶

树生长和茶多酚暍氨基酸等品质成分的代谢棳氟对

茶树生长和品质成分的影响与氟水平有关椈王小平

等椲棻椂椵发现茶叶品质的主要成分均表现为低浓度 棬棿
旐旂暏斕棴棻棭的促进生成和高浓度 棬棻棽旐旂暏斕棴棻棭
的抑制产生椈李春雷等椲棻椃椵研究表明棳随着氟浓度

的增加棳茶多酚暍蛋白质暍总儿茶素及其单体含量

降低棳氨基酸组分大部分先升高后降低棳金属元素

斆斸暍斔暍斆旛暍斱旑的含量显著下降棳香气成分总量

降低棳茶叶品质也是随着氟浓度的升高而下降椈植

物吸收氟化物后其光合作用会明显受到抑制棳与光

合作用相关的 斠斦斅斝羧化酶的活性及位于叶绿体

膜上的 斄斣斝酶的活性均受到了抑制椲棻椄椵暎氟会对茶

叶细胞超微结构的破坏导致了叶绿素含量和光合作

用的下降椲棻椃椵暎通过本研究发现棳一定浓度的氟会

影响茶树幼苗的生长棳随着氟浓度的增大棳叶片暍
茎干重均显著降低棳根冠比上升椈在氟处理浓度较

高时 棬椂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棭对其生长影响严重棳开始表

现出中毒症状 椲此时叶片氟含量为 棬棽椄椄棸暲棽棽棸棭
旐旂暏旊旂棴棻椵暎在氟处理浓度达到棻椄棸棸旐旂暏斕棴棻

时棳茶树嫩叶焦枯棳老叶部分脱落棳个别枝梢全部

叶片脱落棳根系发黑棳中毒症状较严重棳此现象与

前人研究的氟中毒症状也是一致的椲棻椆椵椈茶树在氟

处理浓度较高时 棬椂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棳棻椄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棭
净光合速率 棬图棾灢斄棭开始显著下降暎因此棳本研

究认为棳茶树在施氟浓度达到了椂棸棸旐旂暏斕棴棻时棳
会使茶树叶片受害棳开始出现中毒症状棳其叶绿素

含量降低棳影响其光合效率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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