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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密闭成龄 ‘立冬本’果园的龙眼树矮化回缩修剪后，果实成熟阶段的叶片光合特性、环境因子及

品质产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矮化修剪整体提高了龙眼树冠内部的光照和温度，相对湿度稍

下降；极显著提高了叶片的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降低了胞间ＣＯ２ 浓度；显著提高了树冠上层果

实的单果重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提高了树冠
"

膛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株产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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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特优果树，实生树一般为自然圆头形，高可达

１３ｍ以上、冠幅可达１８ｍ
［１］，不易管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龙眼生产上推广密植栽培模式，但

很多果园的修剪措施不到位，导致密植成龄果园内

树冠高大、内膛郁闭、结果部位外移，如福建省福

州市马尾区的龙眼园封行郁闭占调查面积的

４８．５５％
［２］。郁闭龙眼园由于树冠高大、枝梢交叉、

密闭不透光，导致净光合速率低，大小年结果严

重，产量和品质下降［３－４］，也不利于精简化管理措

施的实施，无法实现高效栽培。矮化修剪是调整树

体结构和树冠光照条件的关键环节。郁闭果园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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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矮化修剪等方法，来改善光照，提高植物的光能

利用率，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已在荔枝［４］、苹

果［５－７］等果树生产上推广应用，开心形树形的龙眼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总糖含量显著高于自然圆

头形［８］。光合作用作为果树生长发育过程中重要的

生理生化过程，是果树生命周期中器官建造、树体

结构建成和产量形成的基础，光合速率受到各种内

部生理和外部生态环境的双重限制［９－１０］。已有研

究表明，果穗垂头后的成熟期阶段是 ‘立冬本’龙

眼糖分主要累积期［１１］，为此，本课题组通过分析

矮化回缩修剪后果实成熟阶段的冠层内微生态环

境、光合特性及果实品质等差异，为龙眼高效管理

及品质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点在福建省莆田市东海镇禾硕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龙眼生产园，株行距４ｍ×５ｍ，冠幅

４ｍ×４ｍ。２０１５年４月，选择１５年生，树势一致

的 ‘立冬本’龙眼树１６株，其中８株未实施矮化

修剪 （对照，Ｈ），树冠圆头形，平均树高４．６９ｍ；

另８株矮化修剪处理 （Ｔ），主要是锯除中心干约２

ｍ，并疏剪树冠内细弱枝、交叉枝、病虫枝，修剪

后树冠为开心形，以后每年采果后短截结果枝，矮

化修剪后１年平均树高３．３６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果实成熟期的晴天，根据树冠

大小，将未修剪的龙眼树分为Ｈ０ （距离中心干０～

０．５ｍ，高０～１．５ｍ）、Ｈ１层 （离树冠滴水线０～

１．０ｍ，高０～１．５ｍ）、Ｈ２ 层 （离树冠滴水线０～

０．５ｍ，高１．５～３．０ｍ）、Ｈ３ 层 （离树冠滴水线

０～１．０ｍ，高３．０～４．５ｍ）４个层次；矮化修剪的

分为Ｔ０层 （距离中心干０～０．５ｍ，高０～１．５ｍ）、

Ｔ１层 （离树冠滴水线０～１．０ｍ，高０～１．５ｍ）、

Ｔ２ 层 （离树冠滴水线０～０．５ｍ，高１．５～３．０ｍ）

３个层次。每个层次用美国ＨＯＢＯＵ１２０１２温湿光

度记录仪同步测定树冠内的光照、温度及相对湿

度，测定时间８：００～１８：００，每２ｈ测定１次；

当天，每个层次参照廖镜思等［１２］的方法选择生长

正常的代表性叶龄相对一致的成熟秋梢叶，用ＬＩ

６４００ＸＴ便携式光合仪，在９：００～１１：００，测定

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胞间ＣＯ２ 浓度及蒸腾速

率，同一叶片记录３组数据，取其平均值。重复３

ｄ。果实成熟时测量单株产量，树冠每个层次选择

正常果实３０粒，测定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可食率，测定方法参照 《龙眼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

数据标准》［１３］。

数据采用统计软件ＤＰＳ （ｖ６．５５版）进行统

计分析，多重比较采用犔犛犇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微生态环境的

影响

由图１Ａ可知，对照树树冠内日平均温度为

３３．２５℃，Ｈ０、Ｈ１、Ｈ２、Ｈ３ 日平均温度呈现逐渐

升高的趋势，Ｈ３ 与Ｈ０相比，在１８：００差异显著。

矮化修剪树日平均温度比未修剪的高１．０３℃，Ｔ２

与Ｔ０、Ｔ１与Ｔ０相比，均在１０：００存在显著差异。

矮化修剪树与对照树同一高度相比，Ｈ２、Ｔ２ 处

１０：００的温度相差４．０８℃，差异极显著；１４：００

时 Ｈ１与 Ｔ１、Ｈ０与 Ｔ０间的温度存在极显著差异，

相差２．２４、１．２７℃。

图１Ｂ 表明，对照树的日平均相对湿度为

６２．８５％，Ｈ０、Ｈ１、Ｈ２、Ｈ３ 日平均相对湿度为随

着树高增加而降低；Ｈ２ 与 Ｈ０相对湿度差异显著的

是在１８：００，相差２．２９％。矮化修剪树日平均相

对湿度比未修剪的低１．６７％，Ｔ２ 与Ｔ０相比，１０：

００相对湿度差异显著，相差１０．１６％。矮化修剪树

与对照树同一高度相比，Ｈ２、Ｔ２ 处以１０：００的

相对湿度差异显著，相差１１．５０个百分点。

从图１Ｃ可以看出，对照树的日平均光照强度

为３２５５．８０ｌｘ，Ｈ０、Ｈ１、Ｈ２、Ｈ３ 日平均光照强

度呈增加趋势，Ｈ３ 比 Ｈ０高４．５０倍；Ｈ３、Ｈ２ 与

Ｈ０相比，在１８：００均存在显著差异，分别相差

５．６７和３．９８倍。矮化修剪树冠层内日平均光照强

度８５６４．７６ｌｘ，Ｔ２ 与Ｔ０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的是

在１０：００，相差４．７２倍。两处理同一高度相比，

Ｈ２、Ｔ２ 存在显著差异的是在１０：００和１４：００，

分别相差５．１２和５．１５倍；Ｈ０、Ｔ０的光照在１６：

００存在显著差异，相差３．６５倍。可见矮化修剪后

能够改善龙眼树体的光照条件，为枝梢叶片提供了

较好的光照环境。

２２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叶片净光合速率

的影响

叶片净光合速率变化可反映植株在光合作用能

力和光合产物积累效率的变化趋势［１４］，在相同的

环境条件下，净光合速率越大，预示着越有利于植

物获得良好结果性能。由表１可知，对照树的Ｈ３、

Ｈ２、Ｈ１、Ｈ０平均净光合速率呈逐渐降低趋势，

Ｈ３、Ｈ２、Ｈ１间存在极显著差异，Ｈ１与 Ｈ０之间差

异不显著，说明对照组树冠外围下层和内膛的叶片

净光合速率最低。矮化修剪后，Ｔ２、Ｔ１、Ｔ０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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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梢叶片平均净光合速率差异不显著。Ｔ１、Ｔ０的

净光合速率均极显著高于 Ｈ１、Ｈ０，说明矮化修剪

后，显著提高树冠外围下层和内膛的叶片净光合

速率。

图１　不同处理树冠不同部位环境因子日变化

犉犻犵．１　犇犻狌狉狀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狀狋狉犲犲犮狉狅狑狀狌狀犱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注：Ａ为温度变化，Ｂ为相对湿度变化，Ｃ为光照强度变化。

表１　树冠不同部位的光合特性差异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狉狌犻狋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狆犲狉狆犾犪狀狋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狋狉犲犲犮狉狅狑狀

修剪层次
净光合速率（ＣＯ２）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蒸腾速率（Ｈ２Ｏ）

／（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气孔导度（Ｈ２Ｏ）

／（ｍｏｌ·ｍ－２ｓ－１）

胞间ＣＯ２浓度

／（μｍｏｌ·ｍｏｌ
－１）

Ｈ３ ３．９３±０．６４ａＡ １．９６±０．２９ｂＢ ０．１１±０．０１ｃｄＣ ２９９．８０±２２．２７ｆＥ

Ｈ２ ２．６４±０．５７ｂＢ ２．１０±０．２９ａｂＡＢ ０．１４±０．０２ａｂＡＢ ３４５．４６±９．１９ｂＢ

Ｈ１ １．６５±０．２９ｃＣ ２．０３±０．１１ｂＡＢ ０．１５±０．０１ａＡ ３６４．５０±３．４８ａＡ

Ｈ０ １．７４±０．４２ｃＣ １．１６±０．１２ｃＣ ０．０６±０．０１ｅＤ ３３１．７１±７．６９ｃＢＣ

Ｔ２ ３．６８±１．１３ａＡ ２．３４±０．３９ａＡ ０．１２±０．０３ｂｃＢＣ ３２１．１６±２１．４２ｃｄｅＣＤ

Ｔ１ ３．４４±０．８３ｂａＡ ２．１６±０．６３ａｂＡＢ ０．１２±０．０４ｃｄＢＣ ３２１．０６±１４．７７ｄｅＣＤ

Ｔ０ ３．７８±０．５２ａＡ ２．０９±０．２１ａｂＡＢ ０．１０±０．０１ｄＣ ３１１．７７±２．２２ｅＤＥ

注：同列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５％和１％水平差异显著。表２同。

２３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叶片蒸腾速率的

影响

蒸腾速率指单位叶面积在单位时间蒸腾散失水

分的数量。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对照树的 Ｈ３、

Ｈ２、Ｈ１层之间的蒸腾速率差异不显著，但均极显

著大 于 Ｈ０ 的 蒸 腾 速 率，分 别 提 高 ６８．９７％，

８１．０３％，７５．００％；矮化修剪树Ｔ２、Ｔ１、Ｔ０枝梢

叶片间的蒸腾速率差异不显著；Ｔ０的蒸腾速率极

显著高于 Ｈ０。可见，矮化修剪能够提高"

膛枝梢

叶片的蒸腾速率。

２４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叶片气孔导度的

影响

气孔导度是植物气孔传导ＣＯ２ 和水汽的能力，

气孔导度越大，反映气孔开放程度越大，越有利于

水分蒸腾及 ＣＯ２ 传导。由表１中可知，对照树

Ｈ２、Ｈ１的叶片气孔导度差异不显著，而 Ｈ３ 和 Ｈ０

枝梢叶片的气孔导度均极显著低于 Ｈ２、Ｈ１；矮化

修剪树Ｔ２ 的气孔导度显著高于Ｔ０；两处理同一高

度的气孔导度相比，Ｔ１枝梢叶片的气孔导度极显

著高于 Ｈ１，Ｔ０极显著高于 Ｈ０ （提高６６．６７％）。

可见龙眼树矮化后，有利于树冠外围下部和内膛的

气孔导度提高。

２５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叶片胞间ＣＯ２ 浓

度影响

由表１可知，对照树的胞间ＣＯ２ 浓度以 Ｈ１的

最高，Ｈ３ 的最低，每层之间存在显著或者极显著

差异；矮化修剪树，每层的胞间ＣＯ２ 浓度无显著

差异；与同一高度的对照相比，Ｔ２、Ｔ１、Ｔ０层龙

眼枝梢叶片的胞间 ＣＯ２ 浓度均极显著低于 Ｈ２、

Ｈ１、Ｈ０层。

２６　矮化修剪对树冠内不同部位果实品质及产量

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矮化修剪树的

单果重、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极显著大于对照

树，果实可食率和单株产量差异不显著；对照树、

矮化修剪树的树冠不同部位间单果重、可溶性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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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含量差异均不显著。

从两个处理的比较来看，２０１６年Ｔ２ 层的单果

重比 Ｈ２、Ｈ３ 层的增加了６．７７％、６．６０％，Ｔ１层

比 Ｈ３ 层增加了６．５３％；Ｔ２ 层的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比 Ｈ２ 层提高６．１５％，Ｔ０层比 Ｈ０层提高了

５．１７％，比 Ｈ２ 层提高了６．５６％。对照树的 Ｈ３ 层

可食率显著高于Ｈ２、Ｈ１、Ｈ０层，与修剪树的Ｔ２、

Ｔ１、Ｔ０层差异不显著。２０１７年变化相似，修剪树

的Ｔ２ 层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可食率均显

著高于对照树的Ｈ２ 层。

表２　树冠不同部位的果实品质与株产变化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狋狉犲犲犮狉狅狑狀

年度 修剪层次
单果重

／ｇ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可食率

／％

株产量

／ｋｇ

２０１６年 Ｈ３ １２．５６±１．１４ｂ ２０．２８±２．０１ａｂｃＡＢ ６９．９７±２．４９ａ

Ｈ２ １２．５４±０．８７ｂ １９．６７±１．３１ｃＢ ６７．３０±３．６２ｂ

Ｈ１ １２．５９±０．８５ａｂ ２０．２９±０．６８ａｂｃＡＢ ６７．３６±４．１１ｂ

Ｈ０ １２．６４±０．９２ａｂ １９．９３±０．９３ｂｃＡＢ ６７．１６±１．７３ｂ

Ｔ２ １３．３９±１．１９ａ ２１．０６±０．７２ａＡ ６８．７４±３．９３ａｂ

Ｔ１ １３．３８±０．４３ａ ２０．９１±１．０２ａＡＢ ６８．６９±１．９５ａｂ

Ｔ０ １３．０２±０．９９ａｂ ２０．９６±０．５１ａＡ ６８．２８±１．５３ａｂ

Ｈ １２．５８±０．０４ｂＢ ２０．０４±０．３０ｂＢ ６７．９５±１．３５ａＡ ４０．５３±０．６５ａ

Ｔ １３．２６±０．２１ａＡ ２０．９８±０．０８ａＡ ６８．５７±０．２５ａＡ ３９．４±０．８２ａ

２０１７年 Ｈ３ １３．０３±０．５３ａｂ ２０．０３±０．２１ｂｃ ６８．２０±０．１０ａｂ

Ｈ２ １２．９４±０．３１ｂ １９．８７±０．３８ｃ ６７．８０±０．３６ｂ

Ｈ１ １２．７９±０．２６ｂ ２０．００±０．３６ｂｃ ６７．７３±０．６８ｂ

Ｈ０ １２．７８±０．１６ｂ １９．９７±０．２９ｃ ６７．９０±０．６２ａｂ

Ｔ２ １３．５２±０．４５ａ ２１．０７±１．１９ａ ６８．７０±０．５６ａ

Ｔ１ １３．２６±０．１３ａｂ ２１．０３±０．４２ａ ６８．５３±０．６０ａｂ

Ｔ０ １３．１１±０．１９ａｂ ２０．９３±０．１５ａｂ ６８．４７±０．３８ａｂ

Ｈ １２．８９±０．１２ｂＢ １９．９７±０．０７ｂＢ ６７．９１±０．２１ａＡ ４１．２７±０．５０ａ

Ｔ １３．３０±０．２１ａＡ ２１．０１±０．０７ａＡ ６８．５７±０．１２ａＡ ４１．１３±０．５５ａ

３　讨论与结论

光合作用在果树的生长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它影响花芽分化和果实品质。叶片净光合速率

的变化可反映植株在光合作用能力和光合产物积累

效率的变化趋势［１５－１６］；蒸腾速率的强弱可以反映

植物调节水分的能力以及适应逆境的能力［１７－１８］；

气孔导度会直接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蒸腾作

用等生理过程［１４，１９－２０］，气孔导度随着气温的升高

而增大，当气温超过某一界限时，气孔导度降

低［２１］；胞间ＣＯ２ 浓度的高低可以作为判断光合作

用潜在能力的一项指标［１５］。从本试验可看出，郁

闭龙眼园上层树冠的光照、温度比下层和内膛高，

相对湿度低；下层和内膛的枝梢叶片光照不足，净

光合速率偏低，蒸腾速率低；郁闭龙眼园的树体上

层和内膛的气孔导度显著低于中下层，这可能是测

定时树冠上层的枝梢叶片所处环境的温度较高，超

过温度界限，导致气孔开放程度变小，同时
"

膛温

度较低，导致气孔的开放也程度较小。疏剪中心干

后，树冠矮化且成开心形树形，‘立冬本’龙眼树

冠内环境的光照和温度得到显著提高，相对湿度略

微下降；叶片的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

提高，胞间ＣＯ２ 浓度降低，导致树冠外围下部和

"

膛的枝梢叶片的光合作用能力的提高，与苹果研

究结论类似［６］。

已有研究认为，作物产量增加主要是依赖作物

光合能力的提高［２２］，作为 “源”的叶片向果实提

供碳水化合物的多少能够影响果实的大小、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等［２３］。本试验发现，矮化修剪后，提

高了树冠外围和
"

膛的叶片光合作用能力，增加上

层果实的单果重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提高树冠
"

膛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杨祖艳等［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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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致，虽然减少了树体的枝梢总量和冠层厚

度，株产并未受到影响，初步达到高效生产的栽培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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