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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不同海拔黄山松枝叶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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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２ 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 福建省植物生理生态重点实
验室，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３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江西铅山 ３３４５００）

摘 要 对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黄山松叶片面积、叶片数量、小枝长度及小枝直径等
性状进行测定，分析不同海拔黄山松枝⁃叶大小间的权衡关系．结果表明： 随海拔升高，黄山松
小枝的叶片数量、小枝长度、小枝直径、出叶强度及茎截面积逐渐增大，单叶面积呈逐渐减小
趋势；不同海拔黄山松小枝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均呈显著负相关，不同海拔黄山松小枝茎截
面积与总叶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不同海拔黄山松小枝长度、小枝直径与出叶强度呈显著负相
关，与单叶面积、叶片数量及总叶面积均呈显著正相关． 为提高竞争优势或是资源利用效率，
低海拔黄山松倾向于在短枝上着生量少但单叶面积大的针叶，而高海拔黄山松趋向于在长枝
上着生量大但单叶面积小的针叶，这体现出不同海拔梯度黄山松小枝的资源利用策略及枝叶
间生物量分配的权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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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功能性状是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能
够反映植物对外界环境适应的核心植物属性

［１－２］

，

对植 物 个 体 的 生 理、 生 态、 物 候 等 特 征 有 重 要 影
响

［３］

态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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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下单一物种枝叶异速生长指数如何变化的研究
较少．
通常，不同海拔群落的物种组成、高度及密度等

．在植物各器官中，当年生小枝被认为是探索植

均有差异． Ｘｉａｎｇ 等 ［２４］ 研究表明，随生境压力增大，

． 叶片则是植物资源获取的主

热带低海拔森林中，气候湿热、植物群落郁闭度较

物生长功能策略的重要构件
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５］

［４］

，也是植物分枝体系

要器官 ［６］ ，也是对全球变化最为敏感的植物地上功

能性状．因此，枝和叶作为植物重要的养分、水分传

亚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度均减少． 在亚
高，植物为增强光照资源的竞争能力 ［７］ ，同时为减
少叶片间的相互重叠或遮挡，植物倾向于选择较少

输及能量获取器官，探究其生长规律对了解植物生

的大叶片，高海拔则反之． 为充分利用水分、养分资

理生态过程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及种间的趋同适应机

源，植物倾向于增大小枝直径的投资，以支撑更大的

制有重要作用

［７］

．

叶面积，但这必然会使对小枝长度的投资减少． 因

枝叶大小关系是植物生活史策略的一个重要维
度

［８］

，其大小和数量的配置关系影响着植物叶片经

此，为提高竞争优势或是资源利用效率，低海拔植物
倾向于在短枝上着生量少但单叶面积大的针叶，而

济谱、小枝的构型和功能的塑造，对植物碳获取和分

高海拔植物则趋向于在长枝上着生量大但单叶面积

配策略 及 水 力 运 输 效 率 与 安 全 的 权 衡 也 至 关 重

小的针叶．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以武夷山不同海拔

要

［９－１２］

．叶片大小和数量则对植物冠层的紧密水平、

形态构造及发育形式起决定作用，对植物碳拦截和
光照资源的捕获也均有重要影响

［１３－１４］

． 而且，生长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为研究对象，研究海
拔变化对黄山松小枝枝叶关系的影响，分析小枝长
度、小枝直径、叶片数量及叶面积在不同海拔的权衡

在特定环境中的植物枝叶间的权衡关系除了受到物

策略．

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的限制外，还受到物种所处环

１

拔的栖息地中，小枝上承载较少的大叶子；在低温、

１ １

境条件的影响 ［１５］ ．有研究表明，在阴暗、潮湿及低海
低营养及高海拔的生境中，较多的小叶对植物更有
利

［１６－１８］

．

早在 ６０ 多年前，Ｃｏｒｎｅｒ

［１９］

就指出，枝叶大小和

数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而植物性状间的这种
权衡关系是生态系统和植物进化关系共同影响的结
果

［２０－２１］

．代谢生态学研究表明，植物不同器官的生

物量分配存在异速比例关系

［９］

，但其比例关系在不

同植物功能型、不同生活习性、不同物种及不同生境
梯度 中 均 表 现 出 明 显 差 异
ｌａ

［２２］

［１０，１５－１６，２２－２３］

． 例 如， Ｍｉｌ⁃

研究表明，叶大小⁃数量的异速生长指数在不同

植物功能型中存在差异．Ｓｕｎ 等

［１０］

研究指出，随生境

压力增加，叶大小⁃小枝大小的异速生长指数保持不
变，但其异速常数（ ｙ 轴截距） 随海拔升高显著降低．
然而，这些研究均是对多物种进行的综合研究，生境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 区 位 于 江 西 武 夷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２７°４８′１１″—２８°０′３５″ Ｎ，１１７°３９′３０″—１１７°５５′４７″ Ｅ），海

拔 ３５０ ～ ２１６１ ｍ，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３．２ ～ １４．８ ℃ ，极端最低气温 － １４．２ ℃ ，极端最高气
温 ３６．３ ℃ ，年均降水量 ２５８３ ｍｍ，年均无霜期 ２３１ ｄ．

土壤具有典型的亚热带中山土壤的特点，按照海拔
可分为山地黄红壤（ ４００ ～ ６００ ｍ） 、山地黄壤（ ６００ ～

１３００ ｍ） 、山地暗黄棕壤（１３００ ～ １９００ ｍ） 、山地草甸
土（１９００ ｍ 以上） ．

１ ２

试验设计

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黄山松分布范围为

９００ ～ ２０００ ｍ， 本 研 究 在 低 海 拔 （ １２１２ ｍ） 、 中 海 拔

（１５８５ ｍ） 和高海拔（１９７５ ｍ） 各设置一个黄山松典
型 样地，每个样地内建立３个２０ ｍ × ２０ ｍ的样方，

表 １ 不同海拔梯度黄山松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ｏ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低海拔 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中海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郁闭度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 ％）

林分密度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ｔｒｅｅｓ·ｈｍ －２ ）

８２±４ａ

２４６０±３８０ａ

９０±１ａ

３１６０±２４０ａ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 ｃｍ）

２３．９９±０．７９ａ

１４．５３±０．４０ｂ

平均树高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１６．１９±０．４６ａ

１０．４９±０．１６ｂ

高海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４９±３ｂ
９３０±１５０ｂ
１３．１７±０．６６ｂ
４．７６±０．１４ｃ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ｅ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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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等： 武夷山不同海拔黄山松枝叶大小关系

各样方间隔不小于 ２０ ｍ， 将每个样方划分为 ４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的小样方；对各样方内所有胸径≥ ５ ｃｍ

系，ｂ＞１ 或 ｂ＜ １ 时，两者表现为异速关系． 异速指数

方的郁闭度（ 表 １） ．样地内木本植物主要有黄山松、

件中的 ｓｍａｔｒ 包完成． 采用 Ｐｉｔｍａｎ ［２６］ 的方法计算黄

的乔木逐一挂牌，记录树种名、胸径、树高及每个样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柃木（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格药

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江南山柳 （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毛棉杜鹃花（ 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 杉 木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
ｌａｔａ） 、南方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云锦杜鹃（ 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豆梨（ 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等．

１ ３

样本采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当叶片和小枝生长完成时，对黄

山松样地中的标准木进行样品采集． 每个样地中随
机选取 ５ 株黄山松标准木，并在每株标准木树冠外

围坡上、坡下及两侧部位随机选取中等大小、具有成
熟叶片、没有明显叶面积损失的 ５ 个当年生末端小
枝，用直尺测量小枝长度，游标卡尺测量小枝中部直
径，记录叶片数量．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小枝上的所有
叶片，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处理分析并计算叶片投影面

积（ 由于针叶具有一定的立体结构，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方
法计算针叶叶面积会产生一定误差，但在此忽略不

计） ．茎截面积是指当年生小枝的横截面积（ 由直径
计算得来） ； 出叶强度是指单位小枝质量 （ 包 括 叶

和异速常数的估算，采用标准化主轴估计（ ｓｔａｎｄａｒ⁃
ｄｉｚ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ａｘ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ＳＭＡ） 的方法 ［２５］ ，由 Ｒ 软
山松小枝性状回归斜率的置信区间，并通过 Ｗａｒｔｏｎ

等 ［２７］ 的方法对斜率进行异质性检验，且在斜率同质
时计算 共 同 斜 率．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对不同海拔间功能性状的差异性进行比
较．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软件作图．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海拔黄山松枝叶性状
随海拔升高，黄山松单叶面积呈逐渐降低趋势，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降低了 ３２．５％；黄山松小枝的叶
片数量、小枝长度、出叶强度均呈增加趋势，从低海
拔到高海拔分别增加了 ６１．７％、３９．８％ 和 ７２．１％；且
各性状在低海拔与高海拔之间均有显著差异． 小枝
直径、茎截面积随海拔升高也呈增加趋势，但在不同
海拔间无显著差异．

２ ２

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的

关系
不同海拔梯度黄山松小枝出叶强度和单叶面积

片、茎） 上所支撑的叶片数，总叶面积是小枝上支撑

呈显著负相关，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则呈显著正相

ｈ） 烘干至恒量称干质量．本研究中，小枝是指末端无

海拔上 小 枝 出 叶 强 度 和 单 叶 面 积 的 共 同 斜 率 是
－ ０．７８（９５％ ＣＩ ＝ － ０．９２ ～ ０．６６， Ｐ ＝ ０．９７０） ，与 － １．０ 有

的所有叶面积之和． 将样品置 于 烘 箱 中 （ ６５ ℃ ，７２

分支、花和果实的一年生枝条，由茎、叶片和叶柄组

成 ［４，２３－２４］ ，但黄 山 松 小 枝 主 要 由 叶 （ 无 叶 柄） 和 茎
组成．

１ ４

数据处理
对当年生小枝性状的值进行算术平均，并进行

以 １０ 为底的对数转换以降低误差并使之符合正态
分布．枝叶性状关系的研究，采用异速生长方程 Ｙ ＝

Ｙ０ Ｍ 进行拟合，将该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使其转化
为 ｌｇＹ ＝ ｌｇＹ０ ＋ ｂｌｇＭ．其中：Ｙ、Ｍ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
ｂ

量；Ｙ０ 为异速常数，即线性关系的截距；ｂ 为异速指
数，当 ｂ ＝ １ 时，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呈等速生长关

关（ 表 ３） ，且斜率在所有海拔上均无显著差异．不同
显著差异；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的共同斜率为 １．８２
（９５％ ＣＩ ＝ １．４８ ～ ２．２６， Ｐ ＝ ０．０５２） ，与 １．０ 有显著差
异．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的 ｙ
轴截距，分别是 １． １９ （ ９５％ ＣＩ ＝ １． ０７ ～ １． ３１） 和 ２． ０

（９５％ ＣＩ ＝ １．５９ ～ ２．４２） ，在不同海拔梯度间均无显著
差异．

２ ３

不同海拔黄山松小枝长度与出叶强度、单叶面

积、叶片数量及总叶面积关系
不同海拔梯度上，黄山松当年生小枝长度与出
叶强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单叶面积、叶片数量及总叶

表 ２ 不同海拔黄山松枝叶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ｔｗｉｇ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低海拔 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中海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高海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单叶面积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 ｍｍ２ ）
１７９．６３±１０．５８ａ
１４１．０５±５．２９ｂ
１２１．３４±６．６４ｂ

叶片数量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小枝长度
Ｔｗｉｇ ｌｅｎｇｔｈ
（ ｍｍ）

出叶强度
Ｌｅａ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ｎ·ｍｇ －１ ）

小枝直径
Ｔｗｉ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ｍｍ）

５９．０５±３．３６ａｂ

０．０５６±０．００３ｂ

４．６８±０．１４ａ

９９．３３±８．１３ｂ

５３．４９±４．１２ｂ

１５６．９３±１３．０９ａ

７４．７７±８．２８ａ

１４１．７３±９．８２ａ

０．０４３±０．００３ｃ
０．０７４±０．００６ａ

４．６０±０．１２ａ
４．８２±０．１９ａ

５４０

应

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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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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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海拔黄山松小枝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关系的标准化主轴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ａｘ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ｔｗｉｇ ｓｔｅｍ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ｌｔｉ⁃
ｔｕｄ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 ｙ⁃ｘ）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２

Ｐ

斜率
Ｓｌｏｐｅ

单叶面积⁃出叶强度

低海拔 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６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７６

ｌｅａ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高海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７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８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茎截面积⁃总叶面积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中海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低海拔 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中海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高海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７８２

－０．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７

２．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９１

１．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６３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 ＣＩ

（ －１．０７， －０．５４）
（ －１．０１， －０．５８）
（ －１．０８， －０．５９）
（１．８４， ３．４６）
（１．０８， ２．１０）
（１．１８， ２．２６）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５
１．１２
２．４０
２．２０

面积均呈显著正相关（ 图 １） ，且斜率在所有海拔上

叶面积及叶片数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且斜率在所有

０．８６） ；小 枝 长 度 与 叶 片 数 量 的 共 同 斜 率 是 １． 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８３ ～ １．２２， Ｐ ＝ ０．６７） ，与 １．０（ － １．０） 均无

单叶面积、出叶强度及叶片数量的共同斜率分别是
１．５０（ ９５％ ＣＩ ＝ １． １３ ～ ２． ０， Ｐ ＝ ０． ２０） 、 － １． ９５ （ ９５％
ＣＩ ＝ － ２．５９ ～ １．４７， Ｐ ＝ ０．１４） 及 ２．４３（ ９５％ ＣＩ ＝ １．９６ ～
３．０４， Ｐ ＝ ０．２０） ，与 １．０（ － １．０） 均有显著差异，呈异

均无显著差异． 不同海拔梯度上小枝长度与出叶强
度的共同斜率是 － ０． ８ （ ９５％ ＣＩ ＝ － １． ０２ ～ ０． ６３， Ｐ ＝

显著差异；小枝长度与单叶面积的共同斜率为 ０．６２
（９５％ ＣＩ ＝ ０．４８ ～ ０．７９， Ｐ ＝ ０．９３）；小枝长度与总叶面
积的共 同 斜 率 为 １． ４４ （ ９５％ ＣＩ ＝ １． ２４ ～ １． ６８， Ｐ ＝

０．８９），与 １．０ 均有显著差异，呈异速生长关系．共同斜

率下 ｙ 轴截距在不同海拔梯度均有显著差异（图 １）．

２ ４

关系

小枝直径与单叶面积、总叶面积及出叶强度的

由图 ２ 可以看出，不同海拔梯度黄山松当年生

小枝直径与出叶强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单叶面积、总

海拔上均无显著差异． 不同海拔梯度上小枝直径与

速生长关系．且在共同斜率下，不同海拔梯度的 ｙ 轴
截距均有显著差异．

３

讨

论

植物性状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
权衡策略，植物间的这种权衡对植物在群落中所占
的生态位及生活史对策均有重要作用 ［２８］ ．植物性状
在面对环境胁迫时，具有高度的表型可塑性，能够对

图 １ 黄山松小枝长度与出叶强度、单叶面积、叶片数量及总叶面积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ｔｗｉｇ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
ｓｉｓ．
Ｌ： 低海拔 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中海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Ｈ： 高海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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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山松小枝直径与单叶面积、总叶面积、出叶强度和叶片数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ｔｗｉ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ｌｅａ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ｈｗａｎｇ⁃
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资源进行最优化分配，以规避风险 ［２９－３０］ ． 本研究显

益最大化方面占优势 ［１３，３７－３８］ ；在热、干、高光及低营

拔黄山松倾向于在短枝上着生量少但单叶面积大的

研究中，低海拔黄山松单叶面积高于高海拔，出叶强

示，枝叶关系的权衡在不同海拔间存在差异，即低海
针叶，而高海拔黄山松则趋向于在长枝上着生量大
但单叶面积小的针叶，这主要与黄山松小枝在不同
生境中的适应机制有关．
３ １

养的环境中，小叶片有较高的热交换能力 ［３９－４２］ ． 本
度则小于高海拔（ 表 ２） ，两者呈＞ － １ 的负相关关系，
可能是枝叶关系对不同生境适应的结果． 低海拔样
地中，群落郁闭度、树木密度显著高于高海拔样地

叶大小与小枝大小、叶片数量的关系
叶大小⁃数量、叶大小⁃小枝大小关系是植物生

（ 表 １） ，植物间可获得性资源受到限制，为使资源收

益最大化，植物单位小枝条上要么配置多数小叶片，

活史策略的重要维度，其比例不仅反映了植物应对

要么选择少数大叶片，但当叶片过多时，单位小枝上

外部环境压力的适应，也体现植物小枝水平上生物

的叶片相互重叠、遮挡，叶片捕获光的能力降低，因

． 本研究中，不同海拔黄山松茎

此，低海拔黄山松形成了增大叶面积、降低出叶强度

松对总叶面积的投入显著高于其对小枝的投入，这

昆虫取食带来的损害 ［４３］ ．高海拔样地，水分、温度等

量的分配策略

［３１－３３］

截面积与总叶面积均呈正的异速生长关系，即：黄山
主要是由于叶片是资源获取的主要器官，植株在进
化过程中为提高光合收益，尽可能地使分配到叶片
中的生物量最大化，而叶片支撑结构中的投资最小
化 ［３１］ ．不同海拔黄山松茎截面积与总叶面积存在共
同斜率表明，植物枝叶大小间始终维持着一个固有
的平衡特征，海拔变化无法改变植物在枝叶大小上
的协调 ［３４］ ．此结果与章建红等 ［３５］ 、史青茹等 ［３４］ 的结
论基本一致．

叶片大小、小枝大小的选择，可能是植物对环境
梯度下某些生理功能的最优化选择

［３６］

． 一般认为，

在冷湿、阴暗及低海拔环境中，大叶片物种在光合收

的生存策略，以补偿大叶片构建时的碳消耗和降低
胁迫因子加剧，植物导管变小、导致其对养分水分的
传 输 效 率 降 低， 小 枝 更 易 出 现 栓 塞 和 空 穴 现
象 ［４４－４５］ ，为使植物面临的风险最小化，植物叶片变
小以满足营养和水分传输需求 ［４６］ ． 因此，高海拔黄

山松则形成减小叶面积、增加出叶强度的生存策略，
以提高光资源的截取效率 ［４７］ ．

不同海拔梯度上，黄山松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

均呈负的异速生长关系，说明在各海拔梯度上单叶
面 积 的 增 加 速 度 均 小 于 出 叶 强 度， 此 结 果 与
Ｍｉｌｌａ ［２２］ 、Ｓｃｏｔｔ 等 ［４８］ 、Ｙａｎ 等 ［３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而
Ｋｌｅｉｍａｎ 等 ［４９］ 研究认为，出叶强度与单叶面积呈负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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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速生长关系． 本结论与 Ｋｌｅｉｍａｎ 等 ［４９］ 研究结果

加对茎的额外投资，以提供支撑风、雪等外界因素对

中，黄山松为常绿树种，而 Ｋｌｅｉｍａｎ 等

是对 ２４ 种

条相应的投入也就越高． Ｎｉｋｌａｓ ［５２－５３］ 研究认为，生活

和数量的比例指数在常绿和落叶阔叶树种中存在差

风力和雪灾等压力，物种对于支撑作用的要求也可

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１） 物种组成差异． 本研究
［４９］

落叶树的生长关系进行研究． Ｍｉｌｌａ ［２２］ 指出，叶大小

小枝的压力，叶片越大，受到风等外力作用越大，枝
在大风、寒冷及高海拔生境中的植物要承受更大的

异，即在落叶树种中单位体积的树冠和叶生物量保

能更为严苛．Ｘｉａｎｇ 等 ［２４］ 研究也表明，随着生境压力

持相对恒定，呈现负等速生长关系，常绿树种中叶片

的增加，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

功能的集成可能是在大尺度上，而不是在小枝水平，

富度降低，植物所需要的物理支持以及水分与养分

叶大小⁃数量表现为负的异速生长关系．２） 测量指标

传输安全的风险增加，对茎的投入增加． 而且，我们

不同．本研究中， 选择的是基于小枝质量的出叶强

的研究还表明，在高海拔样地中黄山松通过茎长的

度，Ｋｌｅｉｍａｎ 等

［４９］

研究是基于小枝体积的出叶强度，

而基于质量的出叶强度更能体现小枝内生物量的投
资

［３３］

．３） 个体大小的差异．Ｍｉｌｌａ

［２２］

认为，植物的幼苗

植株较小，受茎叶生物量分配的影响较小，而大植株

增加可以使植物个体 获 得 更 大 的 顶 端 优 势 （ 未 发

表） ．这可能是高海拔植物分配更多生物量给茎的原
因．此外，通常每个叶片上都有腋芽分生组织 ［５４］ ，而

腋芽分生组织不但可以成为植物生长的繁殖结构，

个体中，树冠等生物量分配对植物叶大小⁃出叶强度

也可发育为营养结构，并对植株的繁殖产出和大小

的关系则有深刻的影响． 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黄山

构建有重要影响，使植株有更高的表型可塑性，以提

３ ２

山松趋 向 于 在 长 枝 上 着 生 量 大 但 单 叶 面 积 小 的

松大个体（ 表 １） ，其受树冠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黄山松枝叶生长关系的海拔效应

植物形态可塑性是植物适应生境并实现资源进

高对胁迫生境的适应能力 ［１５，２９，５４－５５］ ．因此，高海拔黄
针叶．

行最优化配置的重要特征，对提高植物在生境中的

植物功能性状与环境的关系，是气候、地形和生

． 本研究中，海拔

物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生境梯度下植物生长特

但 ｙ 轴截距却有显著差异（ 图 １ 和图 ２） ，结果表明，

境的一种重要形式 ［５６－５７］ ． 本研究发现，不同海拔黄

竞争力和适合度有重要作用

［２９－３０］

梯度对黄山松枝叶生长关系的斜率没有显著影响，

性、形态特征的差异是植物适应资源富饶或贫瘠生

低海拔黄山松倾向于在短枝上着生量少但单叶面积

山松枝叶性状关系均存在共同斜率，表明海拔差异

大的针叶，而高海拔黄山松则趋向于在长枝上着生

无法改变黄山松在枝叶大小上的协调，而其 ｙ 轴截

量大但单叶面积小的针叶．山地环境中，光照、水分、

距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海拔梯度黄山松小枝的资源利

温度等是影响植物生物量分配模式及群落结构与功

用策略及枝叶间生物量分配的投资权衡机制．

能的重要因素． 低海拔样地中，群落郁闭度、密度和

高度均较大（ 表 １） ，来自其他物种的邻体干扰加强，
黄山松为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需加大光资源的
捕获面积，因而选择了较大叶片，以增加光合同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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