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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适宜香草兰生长发育的遮阴度，试验设５０％、７５％和９０％这３种不同遮阴度的遮阴网处理，测

定各处理条件下植株叶片的叶绿素相对含量和叶绿素荧光等光合参数，并跟踪统计各处理条件下的花芽分化率。

结果表明：较低遮阴度不利于香草兰叶绿素形成；在一定范围内，表观量子效率 （犃犙犢）、实际光化学效率

（Ф犘犛Ⅱ）和天线转化效率 （犉狏′／犉犿′）随遮阴度增加而增加；净光合速率 （犘狀）、气孔导度 （犌狊）、光饱和点

（犔犛犘）、暗呼吸速率 （犚犱）、ＰＳＩＩ的潜在活性 （犉狏／犉狅）、最大光化学效率 （犉狏／犉犿）、表观光合电子传递速率

（犈犜犚）和光化学淬灭系数 （狇犘）都随遮阴度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７５％遮阴度下花芽分化率最高，达到

５４．９８％。可见，香草兰适宜在遮阴度为７５％的栽培条件下生长，生产中可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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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兰犞犪狀犻犾犾犪犳狉犪犵狉犪狀狊Ａｍｅｓ．是典型的热带

香料作物，被誉为“天然食品香料之王”，其鲜荚加工

后被广泛用于调制各种高级香烟、名酒、特级茶叶、

高档香水和糕点。作为热带地区高效作物之一，香

草兰在海南定安、琼海、五指山、万宁等地都有一定

面积的种植。但香草兰必须在一定的遮阴度条件下

才能更好地生长发育［１］，国内大都采用人工荫棚种

植模式，生产者往往凭经验来确定其遮阴度，造成徒

长、花芽分化率低、产量不稳定和病虫害严重等问题

频发。因此，明确适宜香草兰生长的遮阴度对指导

农业生产和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能义等［２］研究表明：在９０％以上高遮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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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香草兰幼叶表现显著的ＣＯ２释放，叶片碳收益

值从高到低依次为遮阴度３０％、７０％和９０％。结

合我国香草兰主产区的实际情况，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研究提出适宜的遮阴度为

５０％～７０％，可采用人工荫棚和槟榔间作２种遮阴

栽培模式［３］。前期研究表明香草兰开花数和结荚数

随遮阴度的增加而减少，平均荚长和荚重以５０％

和７０％的遮阴度处理为佳
［４］。本研究通过分析香

草兰光合速率变化规律，探讨不同遮阴处理条件下

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及其响应机制，并跟踪统计

花芽分化率，以期为香草兰生产选择适宜遮阴度和

完善促花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和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高

龙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区位于东经１１０°１０′，北纬１８°

４１′，年均气温２４．０℃，最冷月平均气温１８．７℃，最热

月平均气温２８．５℃，年平均降雨量２４００ｍｍ，年日照

时数平均在１８００ｈ以上，属热带季风气候。

供试香草兰为人工荫棚遮阴栽培，棚架高度

２．４ｍ，攀缘柱间、行距为１．２ｍ×１．８ｍ，攀缘铁

线固定于攀缘柱１．２ｍ 高处，遮阴网 （遮阴度

５０％）固定于棚架顶部，每个攀缘柱定植２株，苗

龄３年，长势良好，肥料以施腐熟牛粪为主，年施

用量为１５ｔ·ｈｍ－２，分２次追施，椰糠覆盖根际。

１２　试验处理

因全光照条件会影响香草兰正常生长，无实际

生产意义，故本试验未设０％ （全光照）对照。设

３个处理，分别采用同品牌不同遮阴度新遮阴网替

代原遮阴网，处理１用香草兰生产上常用的遮阴度

５０％的遮阴网 （Ｓ１），处理２用遮阴度７５％的遮阴

网 （Ｓ２），处理３用遮阴度９０％的遮阴网 （Ｓ３）。

各处理统一进行肥水、杂草和病虫害等管理。于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进行换网处理，每处理３个重

复，每个重复面积６０ｍ２。每个重复随机标记１０

株，每株标记８～１０个节间用于花芽分化率观测。

１３　测定方法

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４０，

分叶绿素相对含量测定、光合测定和叶绿素荧光测

定３个小组同时测定。叶绿素相对含量每个重复随

机选取１０株，光合参数每个重复随机选取５株，

叶绿素荧光参数每个重复随机选取３株，选取香草

兰展开心叶下第３叶进行测定
［５］，测定前记录自然

条件和各处理条件下的 （小）气候状况 （表１）。

表１　测定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各处理小气候状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犻犮狉狅犮犾犻犿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狀犱犪狔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犗犮狋狅犫犲狉１０，２０１５

处理
温度

／℃

大气ＣＯ２浓度

／（μｍｏｌ·ｍｏｌ
－１）

光量子通量密度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相对湿度

／％

未遮阴 ２７．６ ３９３．４ １０１６．５ ５５．６

Ｓ１ ２８．１ ３９１．７ ４６５．５ ５６．２

Ｓ２ ２７．８ ３９２．６ ２４０．３ ５６．５

Ｓ３ ２９．２ ３８８．５ １６９．６ ５６．１

１３１　叶绿素相对含量 （ＳＰＡＤ）测定　利用便

携式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ＳＰＡＤ５０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每个重复随机选取１０株，在香草兰叶片前、中、

后部位随机选取５个位点测量，测量５次取平均

值，１０株平均值作为该重复的测定结果。

１３２　光合参数测定　利用Ｌｉ６４００光合作用测

定系统 （ＬｉＣＯＲ，ＵＳＡ）内置式红蓝光源测定其

光 合 生 理 指 标 和 光 响 应 参 数。光 强 设 定 为

２３０μｍｏｌ·ｍ
－２·ｓ－１，直接读取光合速率 （犘狀，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胞间ＣＯ２ 浓度（犆犻，μｍｏｌ·ｍｏｌ

－１）、

蒸腾速率 （犜狉，ｍｍｏｌ·ｍ－２·ｓ－１）和气孔导度

（犌狊，ｍｏｌ·ｍ－２·ｓ－１）等参数值；光响应曲线测

定光强梯度设置为１２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４００、３００、

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μｍｏｌ·ｍ
－２·ｓ－１，每个

光强下数据采集时间不小于１２０ｓ。

１３３　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采用便携式叶绿素

荧光仪 （ＭｉｎｉＰａｍ，Ｗａｌｚ，Ｇｅｒｍａｎｙ）非离体测

定。测量步骤为：叶夹夹住叶片后，用遮光布盖住

测量区域及周边，２５ｍｉｎ后测量初始荧光 （犉狅）、

最大荧光 （犉犿）和犉狏／犉犿。测量光打开后，待荧

光值稳定再直接测量犈犜犚、Ф犘犛Ⅱ、狇犘和非光化

学淬灭系数 （狇Ｎ）等
［６－７］。

１３４　花芽分化率测定　于２０１６年４月上旬分别

统计各重复标记茎段的花芽数和总芽数，计算平均

花芽分化率。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处理分析

数据。根据直角双曲线修正模型拟合求得光饱和点

（犔犛犘）、光补偿点 （犔犆犘）、最大净光合速率

（犘ｍａｘ）、暗呼吸速率 （犚犱）等参数
［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叶片光合生理指标的

影响

２１１　相对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ＳＰＡＤ与叶绿

素含量密切相关，能反映植物叶绿素含量的变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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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可以看出，Ｓ２处理ＳＰＡＤ值显著高于Ｓ１和Ｓ３

处理，分别比Ｓ１处理和Ｓ３处理高１２．６和４．３，而Ｓ３

处理也显著高于Ｓ１处理。这说明在较低遮阴度下，

香草兰叶绿素易遭到破坏，不利于叶绿素形成；在遮

阴度适中条件下叶绿素含量最高，能保持较好的光合

能力；而在遮阴度过高时香草兰也会调整其叶片叶绿

素含量以便于充分吸收和利用散射光。

２１２　光合生理参数　由表２可见，在光强为２３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条件下，净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都

以Ｓ２处理为最高，显著高于Ｓ１处理，其中Ｓ２处理净

光合速率比Ｓ１处理高５０％，随着遮阴度进一步增加，

净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都略有减弱，但仍高于Ｓ１处

理。犘狀和犌狊两参数变化具有一致性，说明气孔导度

是影响香草兰净光合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处理

胞间ＣＯ２浓度为Ｓ３＞Ｓ１＞Ｓ２，且Ｓ３处理显著高于Ｓ２

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方面，Ｓ２和Ｓ３处理都显著高于

Ｓ１处理；Ｓ３处理蒸腾速率显著低于Ｓ１和Ｓ２处理。

图１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叶片相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

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犘＜

０．０５）。下图同。

表２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叶片光合生理参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狆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处理
净光合速率／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气孔导度／

（ｍｏｌ·ｍ－２·ｓ－１）

胞间ＣＯ２浓度／

（μｍｏｌ·ｍｏｌ
－１）

蒸腾速率／

（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水分利用效率／

（μｍｏｌ·ｍｍｏｌ
－１）

Ｓ１ ０．３２±０．０３ｂ ０．００９±０．００３ｂ ２５８．４６±１７．５６ａｂ ０．７２±０．１７ａ ０．４６±０．１４ｂ

Ｓ２ ０．４８±０．０７ａ ０．０２１±０．００５ａ ２４７．６５±２６．２６ｂ ０．６１±０．１０ａ ０．７８±０．１４ａ

Ｓ３ ０．４５±０．１５ａｂ ０．０１８±０．００５ａ ２８５．２７±２７．８５ａ ０．４９±０．０３ｂ ０．９２±０．３２ａ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犘＜０．０５）水平。下表同。

２１３　光响应参数　由表３非直角双曲线拟合的

光响应参数值可知，不同遮阴处理对光响应参数影响

明显：Ｓ２和Ｓ３处理条件下最大净光合速率显著高于

Ｓ１处理，并以Ｓ２处理为最高。Ｓ２处理条件下暗呼吸

速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光饱和点在Ｓ２处理条件

下最高，而光补偿点在Ｓ２处理条件下最低。犃犙犢反

映了叶片在光强较低条件时的光合能力［１０］，其值大

小虽不代表净光合速率大小，但能反映弱光条件下作

物色素蛋白复合体含量多少，进而表现为吸收与转换

光能能力的强弱。本研究表明犃犙犢随着遮阴度的增

加而增加，且Ｓ２和Ｓ３处理显著高于Ｓ１处理，说明香

草兰利用弱光能力较强，更适宜阴生条件。

２２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叶绿素荧光特性的

影响

２２１　对叶绿素荧光强度的影响　由表４可以看

出，Ｓ２、Ｓ３处理的初始荧光 （犉狅）基本一致，显

著低于 Ｓ１处理，比 Ｓ１处理分别低５５．２３％和

５５．５５％；最大荧光产量 （犉犿）和可变荧光 （犉狏）

也随着遮阴度的升高而降低，Ｓ２、Ｓ３处理都显著

低于Ｓ１处理；犉狏／犉犿 和犉狏／犉狅随着遮阴度的升

高呈先显著升高后又略有降低的趋势，Ｓ２和Ｓ３处

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于Ｓ１处理。

表３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叶片光响应参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犮狌狉狏犲狊犳狅狉狏犪狀犻犾犾犪

处理
最大净光合速率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光饱和点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光补偿点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暗呼吸速率

／（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表观量子效率

Ｓ１ ０．３５±０．０５ｂ １９７．７５±２１．３８ａ ６９．７６±５．６１ａ ０．１１±０．０３ｂ ０．０１４±０．００３ｂ

Ｓ２ ０．５１±０．０６ａ ２２３．１０±２２．４４ａ ５８．１１±７．１７ｂ ０．３１±０．０６ａ ０．０２３．±０．００６ａ

Ｓ３ ０．４７±０．０８ａ ２１５．６０±１７．６４ａ ６６．８３±８．５１ａｂ ０．１７±０．０４ｂ ０．０２５±０．００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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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犉狅、犉犿、犉狏／犉犿和犉狏／犉狅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犉狅，犉犿，犉狏／犉犿犪狀犱犉狏／犉狅狅犳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处理 犉０ 犉犿 犉狏 犉狏／犉犿 犉狏／犉０

Ｓ１ ０．３０６±０．０４１ａ ０．８１３±０．０８２ａ ０．５０８±０．０４３ａ ０．６２５±０．０１５ｂ １．６６２±０．１１０ｂ

Ｓ２ ０．１３７±０．００７ｂ ０．４９３±０．０１８ｂ ０．３５６±０．０２５ｂ ０．７２３±０．０２５ａ ２．６１０±０．３２３ａ

Ｓ３ ０．１３６±０．０１６ｂ ０．４６４±０．０３７ｂ ０．３２８±０．０５３ｂ ０．７０７±０．０５７ａ ２．４１１±０．７１５ａ

２２２　对表观光合电子传递速率 （犈犜犚）及实际

光化学效率 （Ф犘犛Ⅱ）的影响　由图２Ａ可以看

出，随着遮阴度增加，香草兰犈犜犚呈显著增加而

后又显著降低趋势，Ｓ２处理分别比Ｓ１和Ｓ３处理

高５５．９７％和２４．１１％；在实际光化学效率方面，

由图２Ｂ可知，Ф犘犛Ⅱ随着遮阴度的增加而增加，

Ｓ２和Ｓ３处理都显著高于Ｓ１处理，而Ｓ２和Ｓ３处

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图２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犈犜犚和Ф犘犛Ⅱ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犈犜犚犪狀犱Ф犘犛Ⅱ狅犳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２２３　对狇犘与非光化学淬灭系数（狇犖）的影响　由

图３可以看出，在Ｓ２处理条件下的狇Ｐ和狇犖最高，其

中狇犘显著高于Ｓ１和Ｓ３处理，狇犖显著高于Ｓ３处理

而与Ｓ１处理差异不显著，比Ｓ１处理高７．６０％。

图３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狇犘和狇犖 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狇犘犪狀犱狇犖狅犳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２２４　对犉狏′／犉犿′的影响　图４表明犉狏′／犉犿′随

着遮阴度的增加而增加，与Ф犘犛Ⅱ的变化趋势一

致；Ｓ２和Ｓ３处理条件下香草兰犉狏′／犉犿′差异不明

显，但都显著高于Ｓ１处理。犉狏′／犉犿′能反映光适

应下ＰＳⅡ最大光化学效率
［１１］，这说明存在热耗散

时，遮阴度越高，香草兰的光化效率越高。

图４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犉狏′／犉犿′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犉狏′／犉犿′狅犳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２３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花芽分化率的影响

由图５可以看出，Ｓ２处理条件下香草兰花芽

分化率达５４．９８％，花芽分化率比Ｓ１和Ｓ３处理分

别高出１６．６７和２０．２０个百分点。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Ｓ２处理显著高于Ｓ１和Ｓ３处理，而Ｓ１和Ｓ３

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图５　不同遮阴处理对香草兰花芽分化率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犺犪犱犻狀犵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犳犾狅狑犲狉犫狌犱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

狏犪狀犻犾犾犪狆犾犪狀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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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光合性能决定作物生产力水平，它可通过叶绿

素含量、光合速率和呼吸速率等“表观性”指标来衡

量。本试验结果中：犘狀、犌狊、犘ｍａｘ都以７５％遮阴处理

条件下为最高；７５％遮阴处理同时具有最高犔犛犘和

最低犔犆犘，该处理条件下犠犝犈 也显著高于５０％遮

阴处理。说明７５％遮阴条件下香草兰可利用光强

的范围相对较广，能保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犉狏／

犉犿、犉狏′／犉犿′和犉狏／犉狅分别体现了最大光化学效

率、光适应下ＰＳⅡ最大光化学效率和潜在光化学活

性，本试验中，７５％和９０％遮阴处理能显著提高香

草兰的犉狏／犉犿、犉狏′／犉犿′和犉狏／犉狅，而５０％遮阴处

理条件下，香草兰受到了一定的光抑制。相对于授

粉成功率、保荚率和单荚重等产量构成因素，花芽分

化对香草兰产量的影响是最大、最实际的［１２］，本研

究表明７５％遮阴条件下香草兰发芽分化率最高，有

利于产量的提高。综上所述，７５％遮阴度的遮阴网

栽培条件下香草兰光合作用能力最强，花芽分化率

也最高，较适宜香草兰生长发育，可在生产中应用。

本研究中，叶绿素相对含量和光响应参数结果

同时表明香草兰利用弱光能力较强，能适应阴生条

件下生长，与朱自慧等的研究结果一致［３］。犈犜犚直

接影响光合作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固定与同化，在

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作物潜在的最大光合能力，与作

物净光合速率呈显著正相关［１３］，本研究结果表明

Ｓ２处理条件下的净光合速率和犈犜犚都最高，Ｓ３处

理次之、Ｓ１处理最低，也符合前人提出的正相关性。

狇犘能直接反映天线色素吸收并用于光合作用

的能量多少，本研究表明香草兰在７５％遮阴条件

下狇犘最高，此时用于电化学反应的光能比例最

高；狇犖 反映叶片耗散过剩光能的多少，它与狇犘

呈负相关［１４］，然而７５％和５０％遮阴条件下同样有

较高的狇犖 值，这似乎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矛盾，通

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生产中常用的

５０％遮阴处理，７５％遮阴处理显著提高了Ф犘犛Ⅱ，

Ф犘犛Ⅱ反映了实际光合能力
［１５］，说明７５％遮阴处

理条件下香草兰具有较高的原始光能捕获效率，因

此，该处理同时有较高的狇犘和狇犖 值可能与该条

件下作物保持有较高的原始光能捕获效率有关。

光是影响作物生长发育最重要的因子之一，参与

调节作物生命周期中绝大多数生理过程。作物除了

利用光线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碳水化合物以供生长所

需外，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作物还会调整用于自身营

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资源的分配比例，从而实现组织和

器官上的差异以保证最大的生存和繁育几率［１６］。本

研究中，７５％遮阴条件下香草兰发芽分化率显著高于

５０％遮阴处理和９０％遮阴处理，这与余婷的相关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１７］。然而影响作物花芽分化的因素众

多，诸如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和自身营养状况。因

此，关于光质、温度、水分、修剪措施及树体营养等因

素与香草兰花芽分化的关系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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