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星宇，李彦华，李海梅，等．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吸滞作用研究 ［Ｊ］．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９，３４ （８）：９１２－９１９．

ＬＩＮＸＹ，ＬＩＹＨ，ＬＩＨ Ｍ，ｅｔａｌ．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ｕｓｔｏｆＶａｒｉ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ｂ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ｅｅＬｅａｖｅｓ［Ｊ］．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９，３４ （８）：９１２－９１９．

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吸滞作用研究

林星宇，李彦华，李海梅，李士美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２初稿；２０１９－０７－１４修改稿

作者简介：林星宇 （１９９１－），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园林生态学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１２６６９８５２７＠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李海梅 （１９７５－），女，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为园林生态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３１９７１７１８）；青岛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 （６６３１１１６００５）；青岛农业大学２０１７年

研究生创新立项项目 （ＱＹＣ２０１７２４）

摘　要：【目的】研究青岛市城阳区道路绿地８种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的滞尘能力，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用洗脱法并通过微孔滤膜过滤测定８种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的滞尘能力。计算８种植株的单株

叶面积和单株滞尘量，对比８种乔木单株滞尘量的大小，用ＪＥＯＬ７５００Ｆ电子显微镜观测叶表面，分析叶表面结

构与不同粒径颗粒物滞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不同树种滞尘能力存在差异，国槐和紫叶李对ＰＭ１０吸附能力

较强，毛白杨和悬铃木较弱，总体表现为：国槐＞紫叶李＞女贞＞洋白蜡＞栾树＞绦柳＞毛白杨＞悬铃木；紫

叶李对ＰＭ５滞尘能力最强，栾树最弱，紫叶李对ＰＭ５单位叶面积滞尘量是栾树的约２．４倍；对ＰＭ２．５吸附能力

表现为国槐最强，栾树次之，绦柳最弱。对单株滞尘量的研究表明，悬铃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单株滞尘量最大，

栾树和紫叶李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具有叶表面粗糙、绒毛密集，气孔开口较大、沟壑明显等特征的植物滞

尘能力较强。【结论】国槐和紫叶李对ＰＭ１０吸附能力较强，毛白杨和悬铃木较弱；紫叶李对ＰＭ５滞尘能力最

强，栾树最弱；对ＰＭ２．５吸附能力表现为国槐最强，栾树次之，绦柳最弱。悬铃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单株滞尘量

最大，栾树和紫叶李较低；具有叶表面粗糙、绒毛密集，气孔开口较大、沟壑明显等特征的植物滞尘能力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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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大气颗粒物主要是由汽车尾气、

化石燃料燃烧等人为因素造成。它不仅会降低能见

度，还会加剧温室效应，削弱近地层紫外线，使得

空气中病菌的活性增强，从而引发呼吸道、支气管

等疾病。根据粒径大小不同，空气颗粒物 （ＰＭ）

分为 总 悬 浮 颗 粒 物 （ＴＳＰ）、可 吸 入 颗 粒 物

（ＰＭ１０）、细颗粒物 （ＰＭ５、ＰＭ２．５）和超细颗粒物

（ＰＭ１）。空气中粒径在１０μｍ以下的颗粒物，可

以深入肺泡、渗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增加人类疾

病死亡率［１］。青岛市作为我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

市，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随着机动车辆的快速增

长，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城市污染的主要问题，可吸

入颗粒物中细颗粒含量不断增加，严重威胁着城市

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生态环境，曾被誉为东方瑞

士的城市环境问题亟待解决［２］。众所周知，园林植

物可以滞留大气颗粒物，提高空气质量，利用园林

植物滞留大气颗粒物是提高空气质量的有效方法之

一。乔木作为最基础的园林绿化树种，是一个城市

环境绿化的主体，在植物滞尘方面具有绝对的优

势［３］。因此，在城市环境日益恶化，雾霾天气日益

严重的情况下，研究乔木树种对不同粒径颗粒物的

吸滞能力，可为选择和优化城市绿化树种，降低城

市大气颗粒污染物和提高空气质量提供科学依

据［４］。【前人研究进展】研究表明，不同植物对不

同粒径颗粒物的吸附能力不同［５］。王亚军等［６］对厦

门市常见园林树种滞尘效应研究表明，腊肠树对

ＴＳＰ的滞尘能力最强，对ＰＭ２．５的滞尘能力表现为

腊肠树的滞尘能力最强，其次为樟树，菩提树对

ＰＭ２．５的滞尘能力最差，但樟树和菩提树对ＰＭ２．５

滞尘量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对ＰＭ１０滞尘能力

依次表现腊肠树＞菩提树＞樟树，三者之间差异均

显著 （犘＜０．０５）。陈上杰
［７］比较了２１种植物对细

颗粒物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和ＰＭ１）的吸附阻滞能力发

现，丁香对ＰＭ１０的吸滞能力最强，雪松对ＰＭ２．５

和ＰＭ１的吸滞能力最强，对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和ＰＭ１

的吸滞能力最差的为大叶黄杨。罗佳等［８］研究表

明，各树种单位叶面积吸附ＰＭ２．５的能力表现为：

杉木＞马尾松＞青冈栋＞苦槠＞枫香＞刺槐＞木荷

＞泡桐＞湿地松＝柏木＞恺木，常绿树种单位叶面

积吸附的ＴＳＰ、ＰＭ１、ＰＭ１０、ＰＭ２．５量远大于落叶

树种。是怡芸［９］研究表明，不同树种单位叶面积的

总颗粒物、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均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表

现为：针叶树种＞阔叶树种。ＬＩＳｈａｏＮｉｎｇ
［１０］研

究表明，针叶树吸收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和ＰＭ１的能力

比阔叶树种强，杨树和垂柳对ＰＭ１０的滞尘能力最

强，白蜡对ＰＭ２．５和ＰＭ１的滞尘能力最强。植物的

滞尘能力主要与植物叶表面特性有关，以往的研究

表明，细胞排列不规则形成的起伏、小室或沟槽等

结构及曲折的细胞轮廓线利于固定颗粒物；较深的

纹饰、较厚的蜡质层、油脂等分泌物、气孔较多且

开口密度大、粗糙度大的叶表皮滞尘能力高［１１－１３］。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对于园林植物滞尘的研究多

集中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青岛地区鲜有报道，

且大多是对总颗粒物以及不同粒径颗粒物体积和数

量百分比的研究，很难直观和量化地评价植物的吸

滞效果。【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针对上述问

题，对青岛市城阳区８种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的

滞留量开展研究工作，以期为植物滞尘效益的量化

评价和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提供参考依据［１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采样点分布于青岛市城阳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的道路 （春阳路、长城路、正阳路）。由于该路

为城阳区繁华地带，车流量较多，汽车尾气污染较

为严重，污染状况相似，乔木生境一致。选择生长

良好的８种乔木为研究对象，分别为：毛白杨

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悬铃木 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栾 树 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 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绦 柳 犛犪犾犻狓

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紫叶李 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洋白蜡

３１９第８期 林星宇等：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吸滞作用研究



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女贞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犾狌犮犻犱狌犿 等。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样品的采集　一般认为，雨量达到１５ｍｍ

以上、雨强在１０ｍｍ·ｈ－１的降水，就可以冲刷掉

叶片上的粉尘，然后植物重新滞尘［１５］。为了保证

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供试乔木与道路的距离保持一

致，采集高度控制在３ｍ左右，为减少采样时间

不同导致的误差，每次采集均在１ｄ内完成，每一

树种选择３株样株，在植株中进行均匀采样，依据叶

片大小差异，采１０～３０片，本试验在２０１８年３～６

月雨后每隔３ｄ（即３、６、９、１２ｄ）采集１次叶子
［１６］。

１２２　不同粒径颗粒物单位叶面积滞尘量的测定

　将采集的叶片置于盛有去离子水的烧杯中浸泡

２ｈ；用毛刷刷下叶片表面的颗粒物，并用蒸馏水清

洗３次，将叶片夹出，放纸上晾干，并用小毛刷轻轻

刷洗装叶片的保鲜袋［１４］。将１０、５、２．５、０．２μｍ 孔

径滤膜放在６５℃烘箱至恒重，将其拿出用万分之一

分析天平称重得到初始重量，然后利用真空抽滤装

置对植物叶片冲洗液依次通过１０、５、２．５、０．２

μｍ孔径滤膜进行分级抽滤，得到载尘滤膜后烘干

至恒重，滤膜两次烘干后称重得到的质量差 （Δｍ）

即为不同粒径范围的颗粒物质量，其中０．２～２．５

μｍ范围可近似认为是ＰＭ２．５的质量。将晾干的叶

片用便携式叶面积仪Ｙａｘｉｎ１２４１分别测量以上清

洗并晾干后的叶片，测量出不同树种单片叶面积

（Ｓ）。每张叶片重复测量３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

叶片的表面积，则△ｍ／Ｓ即为该滤膜对应粒径范

围内单位叶面积颗粒物的质量 （ｇ·ｍ
－２）［１７－１８］，

ＰＭ１０、ＰＭ５和ＰＭ２．５单位叶面积滞尘量为不同范围

的粒径单位叶面积滞尘量之和。

１２３　单株滞尘量测定　全株叶量计算：对乔木

类树种采用标准枝分层法先对植株分层、分级，直

至小枝，将小枝作为标准枝，统计叶数／标准枝

（Ｙ）和标准枝数量株 （Ｂ），全株叶片总量Ｎ＝Ｂ×

Ｙ，树种单株滞尘量＝Ｍ×Ａ×Ｎ
［１９］。

１２４　叶表面结构的观测　于雨后剪取植株上正

常生长的叶片，并立即将叶片封存于干净塑封袋中

以防挤压或叶毛被破坏；用新刀片在叶脉两侧的中

部取５ｍｍ×５ｍｍ大小的组织块，放入小玻璃瓶

中，立即加入ＦＡＡ固定液固定４ｈ以上，抽真空；

配置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 的乙醇溶

液，对样品进行逐级脱水处理，每次１０ｍｉｎ，最

后用叔丁醇置换，冷冻；将冷冻好的植物样品放入

冷冻干燥机内进行真空干燥，完全干燥后取出样品

进 行 贴 台， 镀 金， 用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ＪＥＯＬ７５００Ｆ）进行观察，拍摄不同放大倍数下植

物叶表面结构照片［２０］。

１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

滞尘量进行数据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绘图，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 （ＪＥＯＬ７５００Ｆ）观察叶表面结构，

用ＡＦＭ （原子力显微镜）测定叶表面粗糙度，用

ＩｍａｇｅＪ统计分析各叶表面叶毛数量、气孔大小、

气孔密度，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滞尘与粗糙度、叶

毛数量、气孔大小、气孔密度间的关系进行拟合分

析［２１－２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粒径颗粒物单位叶面积滞尘量研究

２１１　乔木对ＰＭ１０滞尘能力研究　由表１可以看

出，８种乔木叶片单位叶面积对ＰＭ１０吸附量不同，

不同乔木对 ＰＭ１０吸附量在 ０．０３８０～０．１５８７

ｇ·ｍ
－２，其中国槐和紫叶李对ＰＭ１０有较强的吸附

作用，悬铃木对ＰＭ１０的吸附能力较差，国槐能达到

悬铃木的４．２倍左右。总体表现为：国槐（０．１５８７

ｇ·ｍ
－２）＞紫叶李（０．１１２７ｇ·ｍ

－２）＞女贞（０．０９７７

ｇ·ｍ
－２）＞洋白蜡（０．０９７５ｇ·ｍ

－２）＞栾树（０．０７０６

ｇ·ｍ
－２）＞绦柳（０．０４９１ｇ·ｍ

－２）＞毛白杨（０．０４６３

ｇ·ｍ
－２）＞悬铃木（０．０４６３ｇ·ｍ

－２），差异显著（犘

＜０．０５）。

２１２　乔木对ＰＭ５滞尘能力研究　由表２可以看

出，在８种乔木中，对ＰＭ５吸附能力表现为：紫叶李

（０．０６６３ｇ·ｍ
－２）＞栾树（０．０５１５ｇ·ｍ

－２）＞国槐

（０．０４６２ｇ·ｍ
－２）＞女贞（０．０４３３ｇ·ｍ

－２）＞洋白

蜡（０．０３７８ｇ·ｍ
－２）＞毛白杨（０．０３５６ｇ·ｍ

－２）＞

绦柳（０．０３４８ｇ·ｍ
－２）＞悬铃木（０．０２７５ｇ·ｍ

－２），

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不同乔木对ＰＭ５吸附量在

０．０２７５～０．０６６３ｇ·ｍ
－２，紫叶李和栾树对ＰＭ５

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悬铃木对ＰＭ５的吸附能力

较差，其中紫叶李对ＰＭ５滞尘量能达到悬铃木的

２．４倍左右。

２１３　乔木对ＰＭ２．５滞尘能力研究　由表３可以

看出，在８种乔木中，对ＰＭ２．５吸附能力表现为：

国槐和栾树对 ＰＭ２．５的滞尘能力较强，分别为

０．０３１３ｇ·ｍ
－２和０．０２８３ｇ·ｍ

－２，绦柳最弱，为

０．０１６４ｇ·ｍ
－２，国槐是绦柳的１．９倍。说明栾树

主要吸附ＰＭ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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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８种乔木ＰＭ１０单位叶面积滞尘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狌狊狋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犘犕１０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ｎａｍｅ

滞尘能力 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ｍ－２）

３ｄ ６ｄ ９ｄ １２ｄ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排序

Ｓｏｒｔ

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０．０９８９±０．００２９ａ ０．１４１４±０．００９９ａ ０．１７１５±０．００４８ａ ０．２２３±０．００２７ａ ０．１５８７ １

紫叶李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 ０．０３６９±０．００１４ｃ ０．０８０９±０．００５３ｂ ０．１４７９±０．００６０ｂ ０．１８５２±０．００８２ｂ ０．１１２７ ２

女贞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犾狌犮犻犱狌犿 ０．０２８８±０．００１４ｄ ０．０７０６±０．００２８ｂ ０．１０８３±０．００９１ｃ ０．１８３±０．００１７ｂ ０．０９７７ ３

洋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 ０．０４８±０．００２２ｂ ０．０７９７±０．００１９ｂ ０．１０４６±０．００７４ｃ ０．１５７７±０．０１２９ｃ ０．０９７５ ４

栾树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０．０２０５±０．００２０ｅ ０．０４７８±０．００４２ｃ ０．０８１５±０．００１４ｄ ０．１４８９±０．０１５１ｃ ０．０７０６ ５

绦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０．０１４７±０．０００８ｅ ０．０３３２±０．００１３ｄ ０．０４６６±０．００１１ｅ ０．１０１７±０．００３３ｄ ０．０４９１ ６

毛白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 ０．０１８１±０．００２１ｅ ０．０２８８±０．００１４ｄ ０．０５１８±０．００３６ｅ ０．０８６４±０．００３４ｄ ０．０４６３ ７

悬铃木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０．０３４２±０．００３４ｃｅ ０．０４１７±０．００１５ｃｄ ０．０４７３±０．０００６ｅ ０．０７７７±０．００２９ｄ ０．０３８ ８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代表８种乔木同一天对ＰＭ１０滞尘量差异性显著（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Ｍ１０ｏｆ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ｒｅ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ａｙ．

表２　８种乔木ＰＭ５单位叶面积滞尘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犇狌狊狋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犘犕５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ｎａｍｅ

滞尘能力 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ｍ－２）

３ｄ ６ｄ ９ｄ １２ｄ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排序

Ｓｏｒｔ

紫叶李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 ０．０２８５±０．００２６ａ ０．０５３１±０．００５７ａ ０．０８１±０．００５５ａ ０．１０２４±０．００３７ｂ ０．０６６３ １

栾树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０．００７５±０．０００６ｃ ０．０１９６±０．００２０ｃｄ ０．０４０１±０．００４０ｂｃ ０．１３８９±０．０１７６ａ ０．０５１５ ２

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０．０２１６±０．００３７ｂ 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１９ｂ ０．０４８５±０．００２０ｂ ０．０８０６±０．００３６ｂｃ ０．０４６２ ３

女贞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犾狌犮犻犱狌犿 ０．０１６５±０．００２３ｂ ０．０２６８±０．００１９ｂｃ ０．０４７１±０．００３５ｂ ０．０８２６±０．００３７ｂｃ ０．０４３３ ４

洋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 ０．００６４±０．０００５ｃ ０．０２３２±０．０００４ｃｄ ０．０３６９±０．００３９ｂｃ ０．０８４５±０．００７４ｂｃ ０．０３７８ ５

毛白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 ０．０２２７±０．０００５ａｂ ０．０２６６±０．００１１ｂｃ ０．０４０６±０．００３４ｂｃ ０．０５２６±０．０００６ｄ ０．０３５６ ６

绦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０．００６９±０．００１７ｃ ０．０１７６±０．００１０ｄ ０．０４６７±０．００２６ｂ ０．０６７９±０．００２１ｃｄ ０．０３４８ ７

悬铃木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０．００７２±０．００１２ｃ ０．０２１６±０．０００５ｃｄ ０．０２９９±０．０００１ｃ ０．０５１３±０．００６３ｄ ０．０２７５ ８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代表８种乔木同一天对ＰＭ５滞尘量差异性显著（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Ｍ５ｏｆ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ｒｅ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ａｙ．

表３　８种乔木ＰＭ２．５单位叶面积滞尘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狌狊狋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犘犕２．５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ｎａｍｅ

滞尘能力 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ｍ－２）

３ｄ ６ｄ ９ｄ １２ｄ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排序

Ｓｏｒｔ

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２ｂ ０．０２２９±０．００１２ａ ０．０２６８±０．００１７ｂｃ ０．０６３５±０．００７６ａ ０．０３１３ １

栾树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０．００８９±０．０００５ｃ ０．０１５９±０．００１６ｂｃ ０．０３５１±０．００１３４ａ ０．０５３２±０．００５６ａｂ ０．０２８３ ２

紫叶李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 ０．０１４１±０．０００８ａ ０．０１６８±０．０００４ｂ ０．０２８７±０．００３３ｂｃ ０．０３９８±０．００３６ｂｃ ０．０２４９ ３

女贞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犾狌犮犻犱狌犿 ０．００６４±０．００１０ｄ 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３ｃｄ ０．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２ｃ ０．０４３３±０．００５３ｂｃ ０．０２１２ ４

洋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 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１ｂ 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０８ｄ ０．０３１６±０．００１４ａｂ ０．０４１７±０．００２５ｂｃ ０．０２０４ ５

毛白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 ０．００６３±０．０００７ｄ 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３４ｄ ０．０２３４±０．００１５ｃ ０．０４０２±０．００５１ｂｃ ０．０２０１ ６

悬铃木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ｆ ０．００８１±０．０００６ｄ ０．０１３４±０．００１１ｄ ０．０４５３±０．００４２ｂｃ ０．０１７１ ７

绦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３ｅ ０．０１±０．０００４ｄ ０．０１５４±０．０００３ｄ ０．０３６２±０．００２１ｃ ０．０１６４ ８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代表８种乔木同一天对ＰＭ２．５滞尘量差异性显著（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ｕｓ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Ｍ２．５ｏｆ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ｒｅ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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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乔木不同粒径颗粒物单株滞尘能力研究

通过对８种乔木单株叶面积和不同粒径单株滞

尘量的计算，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由图１可知，悬铃木单株叶面积最大，为

１９８．６８ｍ２；毛白杨次之，为１１５．１２ｍ２；紫叶李的

单株叶面积最低，仅为２０．６２ｍ２。８种乔木的单株

叶面积大小表现为：悬铃木 （１９８．６８ｍ２）＞毛白

杨 （１１５．１２ｍ２）＞洋白蜡 （９５．１６ｍ２）＞绦柳

（５５．１２ｍ２）＞国槐 （３１．４１ｍ２）＞女贞 （２８．１４

ｍ２）＞栾树 （２５．７３ｍ２）＞紫叶李 （２０．６２ｍ２）。

图１　８种乔木单株叶面积

犉犻犵．１　犔犲犪犳犪狉犲犪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注：图中Ａ～Ｈ分别为悬铃木、国槐、女贞、洋白蜡、毛白杨、

紫叶李、栾树、绦柳。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植物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图２同。

Ｎｏｔｅ： Ａ － Ｈ： 犘犾犪狋犪狀狌狊 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犛狅狆犺狅狉犪 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 犾狌犮犻犱狌犿， 犉狉犪狓犻狀狌狊 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 犘狅狆狌犾狌狊

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犛犪犾犻狓

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

由图２可以看出，悬铃木ＰＭ１０单株滞尘能力最

强，其滞尘量为３１．５３０５ｇ·株
－１；洋白蜡次之，

ＰＭ１０单株滞尘量为９．２７８１ｇ·株
－１；紫叶李ＰＭ１０

单株滞尘能力最差，单株滞尘量仅为１．０１２４

ｇ·株
－１，悬铃木达到紫叶李的３１倍。悬铃木对

ＰＭ１０的单位叶面积滞尘量较低（０．０４６３ｇ·ｍ
－２），

排第８位，但因为叶量多，单株总叶面积大，单株

ＰＭ１０滞尘量上升到第２位；女贞和紫叶李对ＰＭ１０

的单位叶面积滞尘量分列３、４位，但因叶量少，总叶

面积少，所以单株滞尘量降至６、７位。８种乔木

ＰＭ１０单株滞尘能力具体表现为：绦柳（１２．９７４０

ｇ·株
－１）＞悬铃木（７．５４９８ｇ·株

－１）＞洋白蜡

（６．６８６０ｇ·株
－１）＞国槐（４．４０５９ｇ·株

－１）＞毛

白杨（２．２１７５ｇ·株
－１）＞女贞（２．０１４６ｇ·株

－１）

＞紫叶李 （１．７６８７ｇ· 株
－１）＞ 栾树 （０．７７２３

ｇ·株
－１）。绦柳ＰＭ５单株滞尘能力最强，其滞尘量

为７．６３２５ｇ·株
－１，栾树最低，为０．４３２６ｇ·株

－１，

二者相差约１８倍，其中女贞和紫叶李对ＰＭ５的单

位叶面积滞尘量分列２、４位，但因叶量少，总叶

面积小，单株ＰＭ５滞尘量降至６、７位；国槐ＰＭ５

单位叶面积滞尘量较低，位列第７位，但叶量多，

总叶面积大，单株ＰＭ５滞尘量升至第３位。８种乔

木ＰＭ５单株滞尘能力表现为：绦柳 （７．６３２５

ｇ·株
－１）＞悬铃木 （７．０７３０ｇ·株

－１）＞国槐

（３．３１１６ｇ·株
－１）＞洋白蜡 （１．９４６４ｇ·株

－１）

＞毛白杨 （１．１８７３ｇ·株
－１）＞女贞 （１．０６１９

ｇ·株
－１）＞紫叶李 （０．７８５５ｇ·株

－１）＞栾树

（０．４３２６ｇ·株
－１）。悬铃木、国槐、绦柳对ＰＭ２．５

单株滞尘能力较强，其中最强的悬铃木滞尘量达到

３．９９３４ ｇ · 株－１； 女 贞 最 低， 为 ０．３３８ ２

ｇ·株
－１，二者相差约１２倍。悬铃木对ＰＭ２．５的单

位叶面积滞尘量较低，位列第６位，因叶量多，单

株总叶面积大，单株ＰＭ２．５滞尘量升至第１位。

图２　８种乔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的单株滞尘量

犉犻犵．２　犚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犱狌狊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狕犲狊犳狅狉８狋狉犲犲

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２３　叶表面结构与滞尘能力的关系

通过对８种乔木叶表面结构的观察，可以得到

叶表面结构与其滞尘能力的相关性，如图３和表４

所示。

通过对叶表面结构特征观测与其滞尘量对比分

析得出，紫叶李叶表面具明显褶皱，叶毛较多，气

孔较密集；国槐叶表皮具密集颗粒物突起和明显狭

窄的沟壑，叶毛较密集；紫叶李和国槐对ＰＭ１０、

ＰＭ５、ＰＭ２．５滞尘量均较高；栾树叶表皮上表面较

平整，具蜡质层和轻微疣状突起，细胞轮廓不明

显，叶表皮下表面具密集颗粒状突起，细胞轮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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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具浅沟槽，气孔较少，开口较小、狭长、对

ＰＭ５、ＰＭ２．５滞尘量较高；绦柳叶表面具有少量开

口小的气孔，附着较多不规则的颗粒物以及线状突

起，对ＰＭ１０、ＰＭ５、ＰＭ２．５吸附量均较低，说明绦

柳叶表面特征不利于颗粒物的附着［２３］。

经过对比分析可得出，具有叶表面粗糙，叶表

面绒毛密集，气孔密集且开口较大，有一定宽度和

深度的沟壑等特征的叶表面特征的植物滞尘量大。

图３　８种乔木叶片电镜扫描图像 （×３００）

犉犻犵．３　犛犮犪狀狀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犻犿犪犵犲狊狅犳犾犲犪犳狊狌狉犳犪犮犲狊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３００）

注：１为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２为栾树 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３为紫叶李 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４为女贞 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

犾狌犮犻犱狌犿，５为洋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６为毛白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７为悬铃木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８为绦柳犛犪犾犻狓

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Ａ为叶片上表面Ｉｓ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ｓｕｆａｃｅｏｆｌｅａｆ，Ｂ为叶片下表面Ｉ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ｕｆａｃｅｏｆｌｅａｆ。

表４　８种乔木叶表面结构特征

犜犪犫犾犲４　犔犲犪犳狊狌狉犳犪犮犲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８狋狉犲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植物

犘犾犪狀狋狊

叶表面特征Ｌｅａ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表皮上表面

Ｕ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ｌｅａｆ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叶表皮下表面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ｌｅａ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Ｍ１０ ＰＭ５ ＰＭ２．５

紫叶李犘狉狌狀狌狊犮犲狉犪狊犻犳犲狉犪 细胞轮廓不清晰，高低起伏明显，具明显褶皱
叶毛较多，具明显褶皱，高低起伏明显，气孔较

密集，开口较小
较高 较高 较高

悬铃木犘犾犪狋犪狀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具有密集的形成网状的丝状物，细胞轮廓不明

显，具有密集浅线状突起

具有密集的形成网状的丝状物，细胞轮廓明显

呈明显颗粒状突起，气孔较密集，开口较大
较低 较低 较低

女贞犔犻犵狌狊狋狉狌犿犾狌犮犻犱狌犿 蜡质层较厚，具不规则颗粒物和浅线状突起 气孔密集，开口较大，具明显褶皱和线状突起 中等 中等 中等

洋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狆犲狀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犪 细胞轮廓明显，具少量腺体和沟槽
细胞轮廓不清晰，具少量腺体和浅沟槽，气孔

较少，开口较小，细长
中等 较低 中等

毛白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 较平整，具较厚蜡质层和密集的轻微瘤状突起 叶表面粗糙，具密集的丝状缠绕 较低 较低 中等

国槐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叶表面较粗糙，具明显颗粒物突起和少量叶毛 具密集颗粒物突起，气孔较少，叶毛较密集 较高 较高 较高

栾树犓狅犲犾狉犲狌狋犲狉犻犪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叶表面较平整，具轻微疣状突起，细胞轮廓不

明显

具密集颗粒状突起，细胞轮廓明显，具有明显

狭窄沟槽，气孔较少，开口较小，狭长
中等 较高 中等

绦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气孔少，开口小，具较多不规则颗粒物和明显

线状突起，细胞轮廓不清晰

具密集颗粒状突起和不规则颗粒物附着，细胞

轮廓明显，沟壑较浅，气孔少，开口小
较低 较低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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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滞留大气颗粒物能力较强的植物叶表面微形态

特征主要为：叶表面粗糙，叶表面绒毛密集，气孔

密集且开口较大，具有一定宽度和深度的沟壑等。

这与王萌［２４］和杨佳［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张桐

等［２６］研究表明，植物的滞尘能力与气孔的数量及

气孔是否开放无显著关系，而与植物叶表气孔大小

有关。可能原因是试验时间、地域、植物的不同导

致研究结果的差异。通过对８种乔木单株滞尘量的

研究发现，单株植物的滞尘量不仅仅与单位叶面积

滞尘量有关，单株总叶面积才是决定单株滞尘量的

关键因素，这与阿衣古丽·艾力亚斯观点［２７］相吻

合，比如悬铃木和毛白杨对ＰＭ１０、ＰＭ５、ＰＭ２．５的

单位叶面积滞尘量均较低，但悬铃木和毛白杨叶量

大，单叶面积也很大，单株总叶面积较大，因此增

大了单株滞尘量；紫叶李和国槐单位叶面积滞尘能

力较强，但单株总叶面积显著小于悬铃木，因此单

株滞尘量较低。８种乔木树种中，悬铃木、毛白杨

和洋白蜡对ＰＭ１０、ＰＭ５、ＰＭ２．５的单株滞尘量较

大，因悬铃木和洋白蜡形体比较高大、树叶浓密，

可作为行道树首选，而毛白杨虽然单株滞尘量也很

大，但是春季杨絮很多会对人们生活造成影响，因

此可选择在远离市区的地方种植。紫叶李、国槐、

栾树对ＰＭ１０、ＰＭ５、ＰＭ２．５单位叶面积滞尘量较

大，但其单株滞尘量小，因此在城市绿地群落结构

的设计搭配中可适当增加一些比例，但在目前的青

岛城市绿化中，栾树的应用相对较少，栾树作为一

种抗性较强又可观叶、观花、观果的树种，对

ＰＭ２．５吸滞能力较强，对于吸附空气中的ＰＭ２．５，

降低城市飘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在园林绿化中

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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