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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金花茶和山茶对不同郁闭度响应的生理机制，研究其耐荫性。【方法】以八角林下的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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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的金花茶和山茶的生理特性进行研究，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１２个指标进行筛选。【结果】随郁闭度增加，

金花茶和山茶的丙二醛 （ＭＤＡ）、脯氨酸 （Ｐｒｏ）、可溶性蛋白含量整体呈先减小后增加趋势，均在全光照下最

大；金花茶和山茶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均在全光照下最大，金花茶的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呈递增趋势，而山茶的ＣＡＴ则相反；金花茶的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叶绿素总含量整体先增加后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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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郁闭度０．５、０．７时最大。根据相关性分析可得，各指标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结论】金花茶和山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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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在林学上，郁闭度 （ＣＤ）是描述

森林系统状态与环境指标的重要特征之一，反映的

是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天空的程度和林分对光能的

利用程度，森林郁闭度通过影响下层植物的光照程

度来影响林地微环境，是影响林地光照状况的决定

性因素［１］。光是植物生存和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环境

因子之一，植物与光环境的关系也一直是植物生理

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２］，林分郁闭度影响着光线

条件，过疏过密均会影响植株的生长。广西有 “世

界八角之乡”的美称，其年产量位居全国第一［３］。

金花茶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Ｃｈｉ，属山茶科犜犺犲犪犮犲犪犲

金花茶属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犛犲犮狋．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Ｃｈａｎｇ，是唯一

一种开黄色花的山茶科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

物，被人们公誉为“世界珍品”、“茶族皇后”，国外称之

“幻想中的黄色山茶”［４］，金花茶除了有高贵的观赏价

值外，花、叶内含有茶多酚、多糖、黄酮类等和特殊的

色泽遗传基因，具有极高的科研和医药保健价值［５］；

山茶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是山茶科犜犺犲犪犮犲犪犲山茶属

植物，多为灌木，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历史悠久，观

赏、药用价值极大［６］，其果可用于榨油，更是被誉为

“东方的橄榄油”［７］。金花茶和山茶作为广西林下种

植的重要植物，探究其适宜生长的郁闭度，能够提

高八角林下经济效益。 【前人研究进展】有研究表

明，在金花茶生长环境中，郁闭度是影响金花茶生

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花茶不能暴晒，在遮荫环境

下生长较好，在隐蔽度较差的地方生长则不良［８－９］。

薛克娜等［１０］对显脉金花茶的光合特性的研究也表

明，显脉金花茶具有较低的光饱和点与光补偿点，

属阴生植物，因此在繁育栽培时需要一定程度的荫

蔽。赵鸿杰等［１１］对遮荫下的６种山茶科植物的研究

表明，遮荫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它们的存活率和生长

量，得出山茶属植物为中性至偏耐荫植物的结论。

【本研究切入点】通过人工疏林形成不同郁闭度，研

究金花茶和山茶在不同郁闭度下的生理生化响应，

对指标进行分析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评价其

耐荫性的主要指标。【拟解决的关键】了解金花茶和

山茶对不同郁闭度强度的适应性，为金花茶和山茶

的人工栽培和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西玉林市国有六万林场的河嵩分

场 （Ｎ２２°３３′Ｅ１０９°５１′）。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６５５

ｍｍ，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５℃。试验地坡度１２°～

１５°，东南坡向。土壤为总磷含量０．４１ｍｇ·ｇ
－１，

全钾１４．３２ｍｇ·ｇ
－１，总氮１．０６ｍｇ·ｇ

－１，有机

质２４．１１ｍｇ·ｇ
－１，ｐＨ值５．３５的赤红壤。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以林冠郁闭度为０．９，林龄为２３年，栽

植密度为５００株·ｈｍ－２的八角人工林为基础。

２０１５年３月，通过均匀间植、抚育修枝，采用目

测法结合ＣＩ１１０植物冠层分析仪
［１］进行测量，形

成郁闭度约为０、０．５、０．７、０．９等４个梯度系列

的样地，随后种植金花茶和山茶，金花茶、山茶苗

木均为林场提供的两年生且苗高、地径均一致的嫁

接苗，另设立一个空地种植金花茶和山茶作为对照

试验。每隔５个月对进行一次抚育修枝调控林冠郁

闭度。采用单因素随机试验设计，每个郁闭度设置

３个重复，每个重复小区面积１３３３．３４ｍ２，种植

密度为１３３３株·ｈｍ－２。为避免边缘效应的影响，

每个树种分别在每小区中间部分设置固定标准地，

固牌测定的株数为３０株。

１３　测定方法

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每个小区内分别选取５株苗

木，每株采集３片结构完整、具有代表性的功能

叶，采用液氮在野外直接冷冻样品，带回实验室并

尽快进行测定。丙二醛含量用硫代巴比妥酸

（ＴＢＡ）法
［１２］测定；脯氨酸含量用酸性茚三酮

法［１２］；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用 ＮＢＴ光化还

原法［１２］；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用愈创木酚

法［１２］；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活性用紫外分光光度

法［１３］。叶绿素含量采用８０％乙醇丙醇浸泡法测

定［１４］。光合气体参数采用ＬＩ６４００便携式光合系

统分析仪 （美国 ＬＩＣＯＲ 公司）
［１５］，于９∶００～

１１∶３０测定净光合速率 （Ｐｎ）、气孔导度 （Ｇｓ）、

胞间ＣＯ２浓度 （Ｃｉ）、蒸腾速率 （Ｔｒ），水分利用

效率 ＷＵＥ＝Ｐｎ／Ｔｒ；每个处理随机选取３株健康

苗木，测定顶芽下３～５片功能叶，重复３次取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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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处理

郁闭度：ＣＤ＝Ｓｃ／Ｓｒ。式中ＣＤ表示样地郁闭

度，Ｓｃ表示林冠投影面积，Ｓｒ表示样地面积
［１６］。

数据处理运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整理计算，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进行主成分分析、ＤＰＳ进行统计分析。

Ｄｕｎｃａｎ 修 复 极 差 法 进 行 多 重 比 较 分 析，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软件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丙二醛、游离脯

氨酸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影响

由表１所示，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 Ｐｒｏ、

ＭＤＡ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均呈显著或者极显

著。金花茶和山茶的Ｐｒｏ、ＭＤＡ和可溶性蛋白含

表１　不同郁闭度下金花茶和山茶游离脯氨酸、丙二醛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犮犪狀狅狆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狀犘狉狅，犕犃犇，犪狀犱狊狅犾狌犫犾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犻狀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犪狀犱犆．犮犪犿犲犾犾犻犪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ｄｅｎｓｉｔｙ

脯氨酸Ｐｒｏ

／（μｇ·ｇ
－１）

丙二醛 ＭＤＡ

／（μｍｏｌ·ｇ
－１）

可溶性蛋白

／（ｍｇ·ｇ－１）

金花茶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 ＣＫ ３４３．３１±１７．１０ａＡ ２５．４７±２．２４ａＡ ７．０３±０．３１ａＡ

０．５ ２０９．２２±１６．３９ｂＢ １９．７０±０．６７ｂｃＢ ６．４１±０．４２ｂＢ

０．７ １３１．４７±２０．１２ｄＣ １８．５１±０．９０ｃＢ ５．７５±０．２９ｃＣ

０．９ １８４．７５±１８．４６Ｂｃ ２１．５２±１．０１ｂＢ ４．６４±０．３７ｄＤ

山茶犆．犮犪犿犲犾犾犻犪 ＣＫ ２５２．１１±２０．９３ａＡ ２０．７６±１．０４ａＡ ５．２８±０．４３ａＡ

０．５ １７５．１０±１７．６８ｃＣ １７．９６±１．０７ｂＡ ４．００±０．４２ｂＢ

０．７ １６６．９６±１８．２６ｃＣ １３．２０±１．１１ｃＢ ４．２６±０．４０ｂＢ

０．９ ２０８．２５±１０．８８ｂＢ １３．４７±１．９１ｃＢ ４．３７±０．３０ｂＢ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间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水平（Ｄｕｎｃａｎ′ｓ法，犘＜０．０１），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水平（犘＜０．０５）。

表２～３同。

Ｎｏ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ｅｔｈｏｄ，犘＜０．０１），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２－３．

量均在全光照最大；金花茶和山茶的Ｐｒｏ和 ＭＤＡ

含量均呈先减小后增加趋势，均在０．７郁闭度下最

小；金花茶的可溶性蛋白含量随郁闭度增加呈递减

趋势，在郁闭度０．９下最小；山茶的可溶性蛋白含

量随郁闭度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在郁闭度

０．５下最小。

２２　不同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叶抗氧化酶活性

的影响

由表２所示，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ＳＯＤ、

ＰＯＤ、ＣＡＴ活性的影响均极显著 （犘＜０．０１）；对

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叶绿素总量影响呈显著或极

显著；金花茶和山茶的ＳＯＤ、ＰＯＤ活性呈先减小

后增加趋势，均在全光照下最大；金花茶的ＣＡＴ

活性呈现上升趋势，相反山茶的ＣＡＴ活性呈下降

趋势。金花茶叶绿素ａ、ｂ和总含量均呈先增加后

减小趋势，且均在郁闭度０．７下最大，与其他处理

存在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

表２　不同郁闭度下金花茶和山茶抗氧化酶活性以及叶绿素含量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犮犪狀狅狆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狀犪狀狋犻狅狓犻犱犪狀狋犲狀狕狔犿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犪狀犱犆．犮犪犿犲犾犾犻犪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ＯＤ

／（Ｕ·ｇ－１ＦＷ）
ＰＯＤ

／（Ｕ·ｇ－１·ｍｉｎ－１）
ＣＡＴ

／（Ｕ·ｇ－１·ｍｉｎ－１）
Ｃｈｌａ

／（ｍｇ·ｇ－１）
Ｃｈｌｂ

／（ｍｇ·ｇ－１）
Ｃｈｌ

／（ｍｇ·ｇ－１）

金花茶

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

ＣＫ ５１０．９６±１５．５６ａＡ ２８４．８８±２．７７ａＡ １００．１７±６．４３ｃＣ １．４８±０．０３ｄＢ ０．６４±０．０４ｄＣ ２．１２±０．０６ｄＤ

０．５ ４４９．９０±１１．８２ｃＢ ２４５．６９±２．６８ｃＣ １２１．８３±４．０４ｂＢ ２．００±０．１５ｂＡ ０．９５±０．０１ｂＢ ２．９５±０．１４ｂＢ

０．７ ４２０．２３±１３．９５ｄＣ ２４１．２０±１．９８ｄＣ １３７．６７±２．２５ａＡ ２．２３±０．０８ａＡ １．１７±０．０８ａＡ ３．４０±０．０１ａＡ

０．９ ４７０．９０±９．２５ｂＢ ２６３．６３±１．８９ｂＢ １４３．６７±３．２１ａＡ １．７０±０．０２ｃＢ ０．８０±０．０８ｃＢ ２．５１±０．１０ｃＣ

山茶

犆．犮犪犿犲犾犾犻犪

ＣＫ ４９７．１２±１８．４１ａＡ ２３４．０９±３．４０ａＡ １５２．５０±８．６６ａＡ １．３９±０．０８ｂＡ ０．４４±０．０４ｃＣ １．８３±０．０５ｂＢ

０．５ ３７４．５０±１１．８８ｄＤ １７２．７２±２．３４ｄＤ １１８．８３±５．８４ｂＢ １．５０±０．０７ｂＡ ０．５５±０．０５ｂｃＢＣ ２．０４±０．１２ｂＢ

０．７ ４００．１９±９．４５ｃＣ １８７．３０±２．３２ｃＣ １１７．００±５．７７ｂＢ １．８６±０．３６ａＡ ０．７１±０．１３ｂＢ ２．５７±０．４９ａＡＢ

０．９ ４３７．４３±１０．６７ｂＢ ２１７．３１±２．３６ｂＢ ６０．８３±３．８２ｃＣ １．９４±０．１１ａＡ １．０１±０．１０ａＡ ２．９６±０．２０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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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光合生理的影响

如表３所示，郁闭度对金花茶的Ｐｎ、Ｇｓ产生

极显著影响 （犘＜０．０１）；Ｔｒ、ＷＵＥ产生显著的影

响 （犘＜０．０５）；郁闭度对金花茶Ｔｒ的差异影响无

统计学意义。金花茶的Ｐｎ、Ｇｓ、Ｔｒ、ＷＵＥ整体

呈现先增加后减小趋势，均在在郁闭度０．７下最

大；但Ｃｉ趋势则相反，在全光照下最大，０．７郁

闭度下最小。多重比较表明，Ｐｎ在郁闭度０．５极

显著大于其他处理 （犘＜０．０１），Ｇｓ、Ｔｒ在郁闭度

０．７时与其他处理有极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郁闭

度对山茶的Ｐｎ、Ｔｒ均产生极显著的影响 （犘＜

０．０１），对Ｇｓ产生显著影响 （犘＜０．０５），对Ｃｉ、

ＷＵＥ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山茶的Ｐｎ呈先

增加后减小趋势，Ｇｓ、Ｃｉ、Ｔｉ的规律不明显，但

均在郁闭度０．５下最大，ＷＵＥ在郁闭度０．９时最

大。Ｐｎ、Ｇｓ和Ｔｉ在郁闭度条件下与ＣＫ存在显著

差异和极显著差异，Ｃｉ、ＷＵＥ在各处理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表３　不同郁闭度对金花茶和山茶叶片光合指标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犮犪狀狅狆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狀犾犲犪狏犲狊狅犳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犪狀犱犆．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时间

Ｔｉｍｅ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ｎ

／（μｍｏｌ· ｍ
－２·ｓ－１）

Ｃｉ

／（μｍｏｌ· ｍｏｌ
－１）

Ｇｓ

／（ｍｏｌ·ｍ－２·ｓ－１）
Ｔｒ

／（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

／（μｍｏｌ· ｍｏｌ
－１）

山茶

犆．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ＣＫ ４．０９±０．２３ｄＣ ２８１．９５±２３．２８ａＡ ０．０５８±０．０１２ｂＡ ０．６７±０．１３ｃＢ ６．２２±１．１２ａＡ

０．５ ５．７５±０．１６ａＡ ３０５．８９±１５．２０ａＡ ０．１０２±０．０１０ａＡ １．１５±０．０８ａＡ ５．００±０．３２ａＡ

０．７ ４．９０±０．０２ｂＢ ３０３．８９±１１．３３ａＡ ０．０８６±０．０１１ａｂＡ ０．８８±０．０５ｂＢ ５．５８±０．３０ａＡ

０．９ ４．６２±０．０５ｃＢ ２８８．６８±２５．８５ａＡ ０．０７６±０．０２５ａｂＡ ０．７８±０．０３ｂｃＢ ５．９１±０．２５ａＡ

金花茶

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

ＣＫ ２．７１±０．２２ｃＣ ２７５．７４±２０．２３ａＡ ０．０３４±０．００４ｂＢ ０．４６±０．０７ｂＡ ６．０４±１．３２ｂＢ

０．５ ３．８６±０．４３ｂＢ ２５１．２６±２１．５０ａｂＡ ０．０３９±０．００７ｂＢ ０．５０±０．０９ａｂＡ ７．７９±１．１４ａｂＡＢ

０．７ ５．５１±０．２１ａＡ ２３９．９５±２９．８１ｂＡ ０．０５８±０．０１６ａＡ ０．６１±０．１４ａＡ ９．５２±２．６４ａＡ

０．９ ３．８０±０．４１ｂＢ ２４２．４２±１５．０９ｂＡ ０．０３８±０．００２ｂＢ ０．４８±０．０４ｂＡ ７．９２±０．８３ａｂＡＢ

２４　金花茶、山茶各指标生理生化指标主成分

分析

表４对金花茶在４种不同郁闭度下的１２个单

项生理生化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其中前２个主

成分贡献率分别为８０．３６５％和１４．５３８％，累计贡

献率为９４．９０３％，能够较完整体现苗木各指标之

间的关系，根据各综合指标的标准化特征向量值以

及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可得出２个主成分与原１２

项指标的线性组合方程，分别为：

犢１＝０．３１１犡１＋０．３１７犡２＋０．１８２犡３＋０．２９９犡４

－０．２６８犡５ ＋０．３１４犡６ －０．２７３犡７ －０．３０８犡８ ＋

０．３０２犡９－０．２６８犡１０－０．２９３犡１１－０．３０１犡１２

犢２ ＝ －０．０５１犡１ ＋０．１２８犡２ ＋０．５９８犡３ －

０．１２３犡４ － ０．４０４犡５ － ０．１４５犡６ ＋ ０．３４４犡７ ＋

０．１６２犡８ ＋０．２６１犡９ ＋０．３１４犡１０ －０．２２８犡１１ ＋

０．２５５犡１２

由方程和表４可知，第１主成分有５个变量系

数都在０．３～０．４，说明第一主成分为 ＭＡＤ、Ｐｒｏ、

ＳＯＤ 和 Ｃｉ，其 特 征 值 为 ９．６４４，贡 献 率 为

８０．３６５％；第２主成分贡献特征向量较大的有可溶

性 蛋 白 含 量，其 特 征 值 为 １．７４５，贡 献 率 为

１４．５３８％，累计贡献率为９４．９０３％。由主成分分

析结果可知，金花茶对不同郁闭度的适应性不是由

某一指标决定的，而是由４～５指标综合决定，贡

献率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表５对山茶在四种不同郁闭度下的１２个单项

生理生化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其中前２个主成

分贡献率分别为７２．８０１％和２３．２４４％，累计贡献

率达９６．０４４％，根据各综合指标的标准化特征向

量值以及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可得到２个主成分与

原１２项指标的线性组合方程，分别为：

犢１＝０．１４７犡１＋０．３２８犡２＋０．３２６犡３＋０．３３１犡４

＋０．０９３犡５ ＋０．３３８犡６ －０．３１５犡７ －０．３２４犡８ －

０．３２５犡９－０．３３６犡１０＋０．３２４犡１１－０．０６９犡１２

犢２＝０．５１２犡１－０．０１３犡２＋０．１５４犡３－０．１００犡４

＋０．５３０犡５ ＋０．０２４犡６ ＋０．１８２犡７ ＋０．１２２犡８ ＋

０．０７０犡９＋０．０４６犡１０－０．１５７犡１１－０．５８６犡１２

由方程和表５可知，第１主成分有５个变量系

数都在０．３～０．４，说明第１主成分是Ｐｒｏ、可溶性

蛋白含量、ＳＯＤ和 ＷＵＥ，其特征值为８．７３６，贡

献率为７２．８０１％。第２主成分特征向量较大的为

ＭＡＤ 和 ＣＡＴ，特 征 值 为 ２．８２０，贡 献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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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４４％，累计贡献率为９６．０４４％。

综上所述，所有指标对光照强度的响应各有侧

重，从而使得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发生重叠，同时各

单项指标在金花茶和山茶耐性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

同，因此用任何单一指标评价金花茶和山茶的耐荫

性都具有片面性，所以直接利用这些指标对金花茶

和山茶的耐荫性进行评价，则不能准确评价出不同

郁闭度下金花茶和山茶的耐荫能力。

表４　不同郁闭度处理下金花茶生理生化指标主成分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狆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犫犻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狅犳犆．狀犻狋犻犱犻狊狊犻犿犪犻犵狉狅狑狀狌狀犱犲狉狏犪狉犻犲犱犮犪狀狅狆狔

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ＭＡＤ Ｐｒｏ
可溶性

蛋白
ＰＯＤ ＣＡＴ ＳＯＤ Ｔｒ Ｐｎ Ｃｉ Ｇｓ ＷＵＥ

叶绿

素ａｂ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

贡献率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７ ０．１８２ ０．２９９ －０．２６８ ０．３１４ －０．２７３ －０．３０８ ０．３０２ －０．２６８ －０．２９３ －０．３０１ ９．６４４ ８０．３６５ ８０．３６５

－０．０５１ ０．１２８ ０．５９８ －０．１２３ －０．４０４ －０．１４５ ０．３４４ ０．１６２ ０．２６１ ０．３１４ －０．２２８ ０．２５５ １．７４５ １４．５３８ ９４．９０３

注：ＭＡＤ（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Ｐｒｏ（Ｐｒｏｌｉｎｅ），可溶性蛋白（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Ｏ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ＣＡＴ（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ＳＯＤ（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Ｔｒ（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Ｐｎ（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Ｃｉ（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ｓ（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ＷＵＥ（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叶绿素ａｂ（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ｂ），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贡献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累计贡献率（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表５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５．

表５　不同郁闭度处理下山茶生理生化指标主成分分析

犜犪犫犾犲５　犘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狆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犫犻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狅犳犆．犼犪狆狅狀犻犮犪犵狉狅狑狀狌狀犱犲狉狏犪狉犻犲犱犮犪狀狅狆狔

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ＭＡＤ Ｐｒｏ
可溶性

蛋白
ＰＯＤ ＣＡＴ ＳＯＤ Ｔｒ Ｐｎ Ｃｉ Ｇｓ ＷＵＥ

叶绿

素ａｂ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

贡献率

０．１４７ ０．３２８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１ ０．０９３ ０．３３８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５ －０．３３６ ０．３２４ －０．０６９ ８．７３６ ７２．８０１ ８２．８０１

０．５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０ ０．５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６ －０．１５７ －０．５８６ ２．７８９ ２３．２４４ ９６．０４４

３　讨论与结论

郁闭度是影响林下透光度的关键因素，会造成

林下光照强度的不同变化，不同强度的遮荫可使植

物的生理生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适当的遮荫可以

起到促进的作用，相反的过度的遮荫会导致植物枯

萎或者死亡［１７］。植物体内的 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

最重要的产物之一，ＭＤＡ和Ｐｒｏ的含量变化能体

现植物受到抗逆境伤害时生物膜的损害程度，当植

物遭受胁迫时细胞内会出现大量的 ＭＤＡ、Ｐｒｏ积

累，也是一种受到胁迫的信号［１８－１９］；试验中金花

茶和山茶的 ＭＤＡ、Ｐｒｏ在全光照或０．９郁闭度最

大，说明过强的光照使得植物体内的 ＭＤＡ和Ｐｒｏ

含量产生积累，同时也表明了此时的两种植物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胁迫。植物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可

以反映植物代谢水平的高低［２０］；试验中金花茶和

山茶的可溶性蛋白均在全光照下最高，０．５郁闭度

其次，说明光照强度增强时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

增加，进而增强叶片渗透能力的调节功能，使植物

对光照强度的适应性提高，试验结果与刘怡凡［２１］

在光照强度对黑麦草叶片的研究中一致。ＰＯＤ、

ＳＯＤ、ＣＡＴ是消除植物体内自由基的重要保护酶，

可将Ｏ２歧化为Ｈ２Ｏ２，保护酶活性的高低也是体现

植物抗逆性的重要指标；韦中绵等［２２］对不同光照

强度下火力楠 犕犻犮犺犲犾犻犪犿犪犮犮犾狌狉犲犻犇犪狀犱狔 幼苗的

研究表明，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３种抗氧化酶均在全

光照时活性最大，与本试验结果一致。叶绿素质量

分数是反映光合作用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遮荫程

度的加强，植物叶片通过增加光合色素的含量 （叶

绿素ａ、ｂ）来提高植物对红光、蓝紫光的利用效

率，以适应低光照的环境［２３］；试验中发现金花茶

和山茶在不同郁闭度下叶绿素ａ、ｂ、ａ＋ｂ也随郁

闭度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均显著高于对照，这与

魏丽萍等［２４］对菠萝蜜幼苗的研究表明弱光条件下

有利于叶绿素的合成的结果一致，是金花茶和山茶

适应弱光环境的响应。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２５］研究表明，在逆境下植物光合作

用的限制因子有气孔和非气孔限制之分，如果Ｐｎ

下降的同时，Ｇｓ也下降，说明主要由气孔限制值

引起的；反之，则说明光合作用主要限制因素为非

气孔因素。试验结果表明，适宜郁闭度下金花茶和

山茶的Ｐｎ、Ｇｓ、Ｔｒ均显著高于全光照处理；说明

在全光照条件下光合速率降低主要是金花茶和山茶

光合机受到损伤导致的；当光照较强时，Ｐｎ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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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较弱，呼吸作用释放的ＣＯ２和消耗呈反

比，导致细胞间ＣＯ２浓度 （Ｃｉ）不断积累。水分利

用效率 （ＷＵＥ）实质上反映了植物耗水与干物质

生产之间的关系，是植物自身的水分利用状况和一

个客观综合评价参数［２６］，有研究表明，多数植物

在遮荫条件下水分的利用效率有所提高［２７］，金花

茶在郁闭度条件下的 ＷＵＥ比全光照下大也说明了

这一点。

综上所述，对金花茶和山茶生理指标的分析可

得，两种植物均不宜在全光照下生长；并通过对金

花茶和山茶的各项生理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

分分析得出：金花茶第１主成分贡献特征向量较大

的有 ＷＵＥ、Ｔｒ和Ｐｎ，其特征值为７．８３０，贡献

率为７８．２９７％；第２主成分贡献特征向量较大的

有可溶性蛋白，其特征值为１．４８２，贡献率为

１４．８２１％，累计贡献率为９３．１１８％。山茶第１主

成分贡献特征向量较大的有 Ｐｒｏ、ＰＯＤ、ＷＵＥ、

ＳＯＤ和可溶性蛋白，其特征值为８．７３６，贡献率为

７２．８０１％。第２主成分特征向量较大的为 ＭＡＤ和

ＣＡＴ，特征值为２．８２０，贡献率为２３．２４４％，累

计贡献率为９６．０４４％。因此，金花茶的 ＷＵＥ、

Ｐｎ、Ｔｒ和可溶性蛋白的４个生理生化指标可作为

耐荫性评价的主要指标；山茶的 Ｐｒｏ、ＭＤＡ、

ＰＯＤ、ＣＡＴ、ＳＯＤ、ＷＵＥ和可溶性蛋白的７个生

理生化指标可作为耐荫性评价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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