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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质对植物光合作用的调控及其机理 !
郑! 洁! 胡美君! 郭延平

!!

（ 浙江大学园艺系，杭州 "#$$%&）

摘! 要!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 光质对植物光合作用的调控主要包括可见光对植
物气孔器运动、叶片生长、叶绿体结构、光合色素、(# 蛋白及其编码基因和光合碳同化等的调
节，
以及紫外光对植物光系统!的影响’ 蓝光和红光能促进气孔的开张，而绿光能够逆转这种
作用’ 蓝光有利于叶绿体的发育，红、蓝、绿复合光有利于叶面积的扩展，而红光更有利于光合
产物的积累；不同光质对不同植物、不同组织器官叶绿素积累的影响不同’ 蓝光和远红光可以
促进 )*+, 基因转录物质的积累’ 大多数高等植物和绿藻在橙、红光下光合速率最高，蓝紫光
其次，绿光最低’ 紫外光可以导致光系统 ! 的电子传递活性下降’ 此外，针对光质与光合作用
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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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是一切
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光是光合作用进行的原动力’
光质或光谱组成是光的重要属性，可见光谱的波长
范围是 ".$ X /.$ @P，波长短于 ".$ @P 的光为紫外
光，长于 /.$ @P 的光为远红外光’ 在自然环境中，照
到植物上的光谱组成是在不断变化的，阴天蓝光多，
晴天的早晨和傍晚红光较多，中午时光照很强且为
白色，忽晴忽阴的天气光谱组分更是变化多端［#］’
目前，随着大气臭氧浓度的不断减少，地表接受的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
!!通讯作者’ 5=PC9K：I)D?GV W>?’ :N?’ S@
%$$/=##=%/ 收稿，
%$$.=$2=%2 接受’

外辐射量不断增加’ 光质已成为影响植物光合作用
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生产中，有色塑料薄膜已开始应
用于作物的设施栽培，不同光质的塑料薄膜被作为
非化学手段来调节植物生长［%］’ 光通过玻璃和塑料
棚膜后使设施内的光强与光质发生改变，然而人们
对这些变化，特别是光质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程
度尚无明确认识’ 已有研究者提出，在设施栽培中，
可通过调节光质来提高作物光合作用［"］’ 近年来，
光质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已引起研究人员的广泛
重视，并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试验成
果’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光质与光合作用研究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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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并对目前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
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 光质对气孔器的调节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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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质对植物叶片生长、叶绿体结构和光合色素的
调控
#$ !" 对叶片生长及其光合产物积累的调控

气孔是 "# $ 和 $# 出入的通道，是植物光合作

叶片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光质的

用的门户! 气孔运动受许多外界环境因素和内在因

改变直接影响叶片生长! 据报道，生长在蓝光下的桦

素的调控，其中光是一个重要的调控因子! 在光质对

树（ ,-().$ 2-13).$）幼苗的叶面积是红光下的 # 倍，

气孔开闭的调 控 方 面 已 经 有 很 多 研 究! 早 在 %&’(

其叶表皮细胞面积、栅栏组织、海绵组织和功能叶绿

年，)*+,*- 等［.］就提出蓝光比红光能更有效地诱导

体面积都比白光和红光下大［%(］! 不过也有人认为复

气孔开放! /012344 等［(］以离体蚕豆（ !"#"$ %$&$）表皮

合光更利于叶片的生长发育，莴苣在红、蓝、绿三种

为材料，对其进行红光和蓝光照射处理，发现蓝光在

组合光下的叶片面积最大，其次是白光，最后是红蓝

# 5 内使气孔净开张 .6 7 !8，红光在 # 5 内使气孔
净开张 96 ’ !8! )*+,*-［:］还揭示了蓝光促使气孔开

光［%#］! F0*23 等［%(］发现，与红光相比，蓝光下桦树叶
片的叶肉细胞中淀粉粒积累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红

启的原理，即蓝光活化质膜 ;/< 酶不断泵出质子，

光抑制了光合产物从叶片中输出，增加了叶片的淀

形成跨膜电化学梯度，即 = > 通过 = > 通道的动力，

粉积累，而淀粉粒的过量积累不利于植物叶片光合

从而促进保卫细胞对 = > 的吸收，导致细胞内渗透
势下降，保卫细胞吸水膨胀，气孔开启!
后来的研究表明，叶绿体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蓝
光受体———玉 米 黄 质（ 这 种 色 素 一 般 存 在 于 叶 绿
体，并不限于保卫细胞），从而使蓝光在促进气孔开
放方面具有更高的量子效率［7 ? ’］! @-*A5+110 等［&］在
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中都发现，蓝光可促进气孔的
开张，而绿光能够逆转这种作用，他们认为蓝、绿光
导致气孔开闭的可逆性反应可能是源于玉米黄质的
两种异构化，即主要吸收绿光的生理活性体和吸收
蓝光的非活性体，这类似于光敏色素对红光和远红
光的可逆性反应［%B］!
/012344 等［(］还发现，蓝光下，保卫细胞中的苹
果酸在 9B 8+C 内升高至原来的 %79D ，
# 5 后糖含量
增至原来的 #%(D ，淀粉水解产物麦芽糖和麦芽三
糖也持续升高；而红光下，保卫细胞的有机酸和麦芽
糖升高很少，而蔗糖在 # 5 内升至原来的 #B’D ! 光
质可以调节保卫细胞内 = > 、有机酸及碳水化合物
的浓度，通过此渗透系统实现对气孔开闭的调节! 另
外，光质也可以影响叶片上气孔的大小和数目，红光
下菊花的气孔数量较少，气孔面积较大，而远红光下
气孔数量较多，气孔面积较小［%%］!
=+8 等［%#］发现，在白光下，一天中莴苣（ ’$#()#$
*$("+$）的气孔导度从早晨开始逐渐升高，到中午达
到最高点后逐渐下降，在红、蓝等单色光下，却没有
这样先升高后下降的日变化趋势! 与宽波段的白光
相比，莴苣和甜菜（ ,-($ +)./$0"* E0-! %.$+-*#-1*）等植
物生长在红、蓝等单色光下的气孔导度较低［%9 ? %.］!

作用的进行［%:］! 可见，蓝光有利于 叶 绿 体 的 发 育，
红、蓝、绿复合光有利于叶面积的扩展，而红光更有
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
#$ #" 对叶片光合色素形成的调控
光合色素能够吸收、传递和转换光能，是植物进
行光合作用的物质基础，其含量与组成直接影响叶
片的光合速率! 研究证明，与白光和红光相比，蓝光
下桦树叶组织中的叶绿素含量最高，几乎是红光下
的两倍［%(］! ;CC0 等［%7］也发现，蓝光能促进风信子
（ 4$#"1(5)* 60"-1($."*）愈伤组织中叶绿素的形成，而
红光降低了其叶绿素总含量! 但是，储钟稀［%’］发现，
生长在蓝光下的黄瓜（ 7)#)8"* *$("+)*）叶片叶绿素
含量低于在红光和白光下的含量，而生长在白光下
的咖啡（76%%-$ GH! ）叶片叶绿素含量分别比红光和
蓝光下高［%&］! 因此，不同光质调节叶绿素含量可能
因植物种类、组织器官不同而不同!
叶绿素 0 是重要的光合色素，它能够将吸收的
光能传递给光合化学反应中心! 很多试验表明，蓝光
可以提高多种藻类植物的叶绿素 0 含量［#B ? #9］! 因此
蓝光培养的植株一般叶绿素 0 I 2 值较高，而红光培
养的植株叶绿素 0 I 2 较低!
类胡萝卜素是叶绿体光合天线的辅助色素，能
帮助叶绿素接收光能，并且在高温、强光下可以通过
叶黄素循环，以非辐射的方式耗散光系统 "（ <F " ）
的过剩能量以保护叶绿素免受破坏! 研究表明，光质
能影响咖啡叶片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尤其是不同种
类的类胡萝卜素的合成［#.］! 红光可以降低风信子愈
伤组织类胡萝卜素含量［%7］! 在辣椒花后分别用白
色、黄色、红色、蓝色玻璃纸 滤 光 和 遮 光 处 理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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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定果实中的类胡萝卜素成分变化，结果表明，

点是放氧复合体和 B 2［;+］" <=!2 辐射增强可损害植

植株处于全日照下果实 ! !类胡萝素含量最高，遮光
处理最低" 在蓝、白、红和黄色玻璃纸 # 种滤光处理

物叶绿体，如降低叶绿素含量、减少基粒和类囊体数

中，蓝色玻璃纸（ 透射红光）处理的类胡萝卜素合成

的释放会受到抑制，-. # 光化学量子产量（ ! D & ! E ）

量高于白色玻璃纸，而红色和黄色玻璃纸（ 透射绿

下降，’+ 和 ’$ 蛋 白 降 解，从 而 引 起 光 合 速 率 下

［$%］

量等［;$ C ;,］" 因叶绿体、-.#及电子传递受到影响，氧

"研

降［;/ C #?］" 紫外辐射导致 -. # 电子传递能力下降可

究发现，生长在低红光 & 远红光下的草莓（ !"#$#"%#

能与 F4 离子释放有关，即在紫外光下 -.#释放 F4

#&#&#’’# ’()*）叶片中，类胡萝卜素含量较高，推测

离子，使 -,1? G 无法被还原，氧的释放受到抑制，电

光敏色素可能参与了草莓叶片中类胡萝卜素合成的

子传递受阻［#+ C ##］" 另外，也有人发现 <=!A 可以造

调控［$］"

成叶绿体 膜 质 过 氧 化 导 致 -. # 电 子 传 递 活 性 下

光和蓝光）处理则减少了类胡萝卜素的合成

光质对蓝藻类色素合成的影响，主要分为“ 补
偿型”和“ 翻转型”两种类型［$+］"“ 补偿型”发生在捕
光色素复合体（ 藻青蛋白和藻红蛋白）上，主要吸收

降［#% C #,］"
#$ 光质对 %+ 蛋白编码基因的调控

缺失光波的补偿波长，即在红光下积累更多的藻青

’+ 蛋白的编码基因 8HI> 是光系统#内第一个

蛋白，在绿光下积累藻红蛋白，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利

被分离鉴定的多肽编码基因" 早期的研究表明，8HI>

用光能；
“ 翻转型”主要在类囊体水平上吸收 缺 失

基因的 EJK> 的积累需要光诱导，因此 8HI> 基因

［$,］

波

曾被称为光基因［#/］" 当细胞从白光下转移到蓝光

"

!" #$ 对光合机构发育及 -."、-.#活性的调控
类囊体膜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光化学反应的场

下，可导致 8HI>"转录水平的降低，8HI> # 和 8HI>
［#1］

所" 光质能调控叶绿体类囊体膜的结构和功能" 在同

$转录水平的提高，LHM43NOE6H 等 认为，这是由于
对蓝光敏感的色素分子影响了基因的表达" 2MHH69M

等光强（ 光量子通量密度）下，生长在红光下的阴生

等［#:］也发现，由 -. " 吸收的蓝光和远红光可以促

植物南洋山苏花（ (’)*+&%,- #,’."#*#’%/,-）比在蓝光

进 8HI> 转录物质的积累，而由 -. # 吸收的橙色光

下除有较高的叶绿素含量、较少的捕光叶绿素蛋白

降低了 8HI> 的 JK> 水平" 关于光质对 8HI> 基因的

复合体外，类囊体膜上还含有更多的高活性 -. # 反

表达调控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8HI> 基因受光敏色

应中心和细胞色素复合体，而 -. " 反应中心和质体

素的调控［#/ C #1］；另一种认为光质调控细胞中的氧化

醌含量则稍低［$/］；同时，红光下生长发育形成的叶

还原机制，即光合电子传递体的氧化还原状态影响

片，其反应中心 -.# & -."为 #0 +，而蓝光下为 $0 +"

基因表达［#:］"

据报道，红光处理的黄瓜叶片 -.#活性与 -.#
原初光能转换效率比白光和蓝光处理高，蓝光处理
的黄瓜叶片 -.#活性最低，但 -."活性最高［+1］" 但
［+,］

也有不同的报道，2345656 等

&$ 光质对光系统状态转换的调控
光系统的状态转换，是指在有利于 -. # 的光的

认为，01")23"# *+,4

作用下，-B 库被逐渐还原，被磷酸化的 P7AQQ 脱离

/1’.%/.# 叶绿体的光化学效率在蓝光下升高，在红光

-.#，从类囊体膜垛叠区向非垛叠区转移，并与 -.

下降低" 这种差异究竟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曾报道，红光可以使叶绿

"结合，使更多的激发能向 -. " 分配，此时光系统
从状态 + 转向状态 $；相反，在不利于 -.#的光的作

体宽面朝向光的一面，而远红光逆转这个过程" 可

用下，-B 库被逐渐氧化，磷酸化的 P7A # 去磷酸化

见，红光和远红光可通过光敏色素介导叶绿体运动"

后，由类囊体膜非垛叠区返回垛叠区重新与 -. # 结

［$1］

值得进一步探讨" 76(89

［$:］

.693 等

研究发现，光敏色素介导叶绿体运动是通

过细胞微管系统进行的"

合，光系统从状态 $ 转向状态 +［%?］" 光质对光系统状
态转换的作用，普遍认为红光有助于光能从 -.QQ 转

紫外光对植物光系统#的影响研究已有不少报

向 -."，缓解光能对 -. # 的破坏；而远红外光能导

道" 紫 外 光 根 据 波 长 可 分 为 ; 部 分：<=!>（ ;$? @

致光能由 -. " 向 -. # 分配，加重 -. # 的破坏［%+］"

;:?），<=!2（$1? @ ;$?）和 <=!A（ 小于 $1?）" 其中

据报道，植物在分别以 -."和 -.#吸收为主的两种

波长短、能量高的 <=!A 几乎全部被臭氧层吸收，到

光质红光和黄光下进行转换时，光系统各功能组分

［;?］

" <=!> 辐

的比率会发生可逆性变化［%$］" 当光从红光变为黄光

射可降低 -. # 到质体醌的电子传递，其主要作用位

时，植物类囊体中 -/?? 和 -." 蛋白的含量升高，而

达地面的是全部的 <=!> 和部分 <=!2

应K 用K 生K 态K 学K 报K K K K K K K

’6((

!"!中的 # $ 、# % 、&’、&( 含量以及 !" ! ) !" " 却相
应降低；当光从黄光变为红光时，以上变化又随之逆
转并回到原来水平* 光质的改变，可以造成植物光系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8 卷

绿体量为基数计算却比蓝光下高［(9］*
#" 展" " 望

统中 !" " 和 !" ! 之间光吸收和电子传递的长期不
平衡，而植物可以通过自身对 !""和 !"!比率的调

到蛋白及基因表达，并开始探寻光质调节植物光合

节来抵消这种不平衡，从而使激发能在两系统间合

作用的机理* 尽管人们对光质与光合作用的关系已

［+,］

理分配

关于光质对植物光合作用调控的研究已经涉及

有不少认识，但也仅限于藻类、蕨类等低等植物，对

*

!" 光质对植物光合速率和光合碳代谢的调控

高等植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今后需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强研究：’）光受体结构，光质诱导的原初反应

光波波长越短，能量越大，但是光合作用的光反

及信号传导，光质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光质对两

应并不与光能量呈正比，而是与光量子数呈正比，仍

个光系统蛋白及相关蛋白酶的调节，如 &’ 和 &( 蛋

是一个光子激发一个电子* 很多研究均表明，大多数

白、金属蛋白酶 C5=J 等；,）光质对碳代谢及其相关

高等植物和绿藻在橙、红光下光合速率最高，蓝紫光

调节；
-）可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合理光质的确定及

［+- . +/］

其次，绿光最低

［(6］

* 012345 等

报道，在相同光

量子数下，水稻幼苗的净光合速率为黄光 7 红光 7
绿光 7 蓝光 7 紫光* 许莉等［+8］也发现，蓝光使叶用
莴苣叶片净光合速率的降低幅度最大，黄光使其净
光合速率升高，而红光的升高幅度最大* 陶俊等［+9］
报道，相同光量不同彩色光膜覆盖下的银杏（ !"#$%&
’"(&’) ）幼苗，其光合速率从大到小依次为：黄膜 7
蓝膜、红膜 7 绿膜 7 紫膜和白膜，但该报道并未说明
不同颜色地膜下幼苗接受的光量是否一致*
:2;<=>1 是光合碳同化的关键酶，其活性高低直
接影响光合速率的大小* ?@A=5=4A 等［6B］研究发现，低
光强与低 :（ 红光）) C:（ 远红光）下生长的菠菜叶片
比低光强与高 : ) C:、高光强与高 : ) C: 下生长的叶
片具有较高的 :2;<=>1 活性，可以认为高 : ) C: 对
:2;<=>1 有钝化作用* 徐凯等［(］的研究表明，与白光
相比，绿光使草莓叶片羧化效率的降低幅度最大，红
光、蓝光次之，黄光较小* 许莉等［+8］在叶用莴苣上也
有类似发现* 光质对水稻和小麦的光呼吸代谢有较
大影响，蓝光促进了水稻幼苗的光呼吸代谢［6’］*
高等植物固定 DE( 的途径有 , 种：D, 途径（ 卡
尔文循环），D- 途径和 D$0（ 景天酸代谢）途径* 多
种植物可以在 D, 与 D$0 这两种同化途径之间相互
转换，热带树藤黄（ *(+,") -"#&.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其变种 *F -"#&. 已经成为研究 D, ) D$0 转换的
标准植物［6(］* 高光（( ’BB #G1H·G . ( ·= . ’ ）可诱导
植物进行 D, ) D$0 转换，并且这种转换的发生是可
逆的［6,］* 高光诱导 D, ) D$0 转换是通过紫外光I$ )
蓝光进行调节的［6-］*
在不同光质条件下光合碳同化存在以单位为基
数的差异* 红光下生长的植物的 DE( 同化率在单位
叶面积或单位叶鲜质量上比蓝光下低，而以单位叶

其在作物设施栽培中的应用，高产、优质、节能生物
效能光源的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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