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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耐荫性是植物在低光环境下的生存和生长能力，对森林植物群落演替起重要作用，
植物对遮荫的适应机制已成为生态学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森林植物的耐荫性及其在形态
和生理方面的适应性，分析了森林植物在生长性状、生物量分配、树冠结构、叶片形态生理、叶
片解剖结构、光合参数、碳水化合物分配、水分和养分的利用等方面对遮荫产生的可塑性响
应，最后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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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影响植物生长、存活和分布的重要生态因
子，能够影响碳的同化和分配，与森林生产力密切相

关，是光合作用的主要驱动力 ［１－３］ ，也是森林演替过
程中促进物种更替的主要环境因素，植物与光环境
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４－５］

． 自然条件下，

植物的生命周期中都要经历不同程度的遮荫 ［３，６－７］ ，
不同树种及同一种树种在不同的发育阶段对光的需

求及对不同光环境的响应与适应特性的差异，正是

森林更新和群落演替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８－１０］ ．因此，
森林植物在遮荫条件下的生存⁃生长的权衡关系引
起林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对其了解有助于
掌握森林群落演替规律和物种间的共存机制 ［１０－１２］ ．

本文由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Ｃ２０１３４１） 和林业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２０１２０４３２０） 资助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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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耐荫性的概念首先被引入生态
学领域 ［１２］ ，耐荫性是指植物在低光环境下的生存和
生长能力，是植物生活史的重要特点，在植物群落动
态中起重要作用，被认为是了解森林群落演替和动
态的主要特征 ［６，１３］ ．随着光环境的变化，植物能够在
外部形态和结构及内部生理特性等方面产生可塑性
响应，以适应变化的光环境 ［１４］ ． 本文着重阐述了有
关耐荫性的定义、研究内容、研究假说，总结了森林
植物在遮荫条件下的形态、结构、生理等方面的适应
性以及耐荫性在森林经营中的应用，为森林群落演
替和物种间共存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为人工恢复
森林生态系统、缩短演替周期提供科学依据．
１
１ １

耐荫性研究概况
耐荫性定义
耐荫性反映植物在弱光条件下的生活能力，是

植物为适应低光照以及维持自身系统平衡和生命活
动正常进行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一种对植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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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起重要作用的特征 ［１５］ ． 生理学观点认为，耐荫性

表 １ 与耐荫性相关的植物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ｄ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多植物能够在低光下生存，却很少能够繁殖，因此，

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是植物在低光环境下的生存和生长能力

［１６］

．虽然很

生物学观点指出耐荫性应该考虑植物的整个生活
史，从生存、生长到繁殖过程 ［１７］ ．植物耐荫性的种间

预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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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性与木材密度、抵抗病原体和疾病的能力呈正相

受假说 ［５８］ ．３） 碳储备假说类似于胁迫耐受假说，指

时期 ［５９］ ．

配用于储备⁃生长的平衡关系在耐荫性中起重要作

究结果支持某一种假说或均不支持，因此，３ 种假说

差异是森林结构和动态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在森
林生态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研究

１ ２

耐荫性研究内容

［１４］

．

耐荫性是植物复杂的、多方面的特征（ 表 １） ，与

耐荫性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形态特征：整株特征包括植株的生长性状、生物
量分配、 根冠比、 相对生长率、 死亡率等

［１２－１３，１８－２２］

；

叶片形态特征包括叶片大小、比叶面积、叶面积比、
比叶 重 等 ［１，６，１７，２３－２６］ ； 树 冠 结 构 特 征 包 括 叶 片 聚 集
度、 木 质 部 密 度、 叶 片 层 数、 叶 倾 角、 透 光 率
等 ［６，２７－３１］ ．２） 生理特征：叶片光合生理特征包括叶片

光补偿点、表观量子效率、暗呼吸速率、净光合速率、
羧 化 效 率、 氮 含 量、 叶 绿 素 含 量、 叶 片 寿 命

等 ［６，１３，１７，２０，２５－２６］ ；叶片解剖生理特征包括叶片厚度、
气孔密度、海绵组织、栅栏组织等 ［３２－３６］ ；碳水化合物
分配

［３，６，１７，３７－４０］

；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

耐荫 性 等 级 的 评 估
育

［１２，１９，１，４７－４９］

［２３，４５－４６］

［４１－４４］

等．３）

． ４） 耐 荫 性 与 个 体 发

．目前，国内外对森林植物耐荫性的分

子生物学机理研究较少 ［１５］ ．

１ ３

耐荫性研究假说

随着耐荫性的变化，植物在形态、结构和生理等
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这些特征，研究者提出了

３ 种假说 ［６］ ，即碳获得假说、胁迫耐受假说和碳储备
假说．１） 碳获得假说是指任何促进光能利用率的特
征都能促进碳的获得，从而增强植物的耐荫性，从组
织到整株植物范围内有大量的特征能增加碳的获
得，如叶片特征、植株大小、树冠结构等

［１６］

．例如：常

绿植物中，更大的比叶面积 （ ＳＬＡ） 、 更长的叶片寿

命，是低光下提高碳获得的关键机制 ［５５］ ．２） 胁迫耐
受假说指出在遮荫下的生存与植物抵抗生物和非生

物胁迫的能力密切相关 ［５６］ ． 研究表明，在遮荫下耐
关 ［５７］ ．例如：耐荫种具有大而坚固的叶，支持胁迫耐
出碳水化合物分配于植物种子、叶、茎和根部，碳分
用

［５４］

．根据该假说，在低光下，耐荫种没有最大限度

的生长，而是投资更大比例的光合产物用于储备，使
植物能够度过光照接近或低于整株植物光补偿点的

低

是 ［７］

根冠比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相对生长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ＲＧＲ）
繁殖力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叶寿命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叶片大小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叶片密度
Ｌｅａ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比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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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叶面积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ＳＬＡ）
分枝密度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叶片周转率
Ｌｅａｆ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
冠层透光率
Ｃａｎｏｐｙ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叶倾角
Ｌｅａｆ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光补偿点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量子效率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ｙｉｅｌｄ
暗呼吸速率
Ｄａｒｋ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净光合速率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羧化效率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电子传递速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单位面积 Ｎ 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 ａｒｅａ
单位质量 Ｎ 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 ｄｒｙ ｍａｓｓ
单位面积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 ａｒｅａ
单位质量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 ｄｒｙ ｍａｓｓ
叶绿素 ａ ／ ｂ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 ｂ ｒａｔｉｏ
叶片厚度
Ｌａｍｉｎ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气孔密度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碳水化合物储备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植物耐荫性基于上述假说进行了大量研究，研

不能完全解释耐荫性的本质 ［３，６，９，１１，３８］ ，主要是由于

耐荫性是由植物的遗传特性和诸多生物因素与非生
物 因 素 共 同 决 定 的， 是 植 物 的 一 种 重 要 复 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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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９

状 ［１５］ ，耐荫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表 １） ，受特

Ｋｉｎｇ ［６７］ 对 条 纹 槭 （ Ａｃｅｒ 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ｕｍ ） 和 美 洲 栗

响，在不同的树种中可能由不同的生理生态特性组

大叶生物量分配比例可以提高对光的捕获能力，促

定的生态环境、生长季的持续时间及多重压力的影
合所决定
２

［６］

．

（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ｄｅｎｔａｔｅ） 幼树的研究表明，遮荫条件下增
进植物的生长；Ｔｏｌｅｄｏ 等 ［６８］ 研究表明，随着光照强
度的减弱，热带雨林先锋树种根生物量的分配比例

耐荫性与表型可塑性

减少，叶生物量的分配比例增加；郭志华等 ［６９］ 对不

在不同的光照环境下，森林植物展现出非凡的
能力来调整自身的形态和生理特征来适应变化的光

照条件，呈现出广泛的表型可塑性 ［３，６０］ ．森林植物在

同光环境下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与四川大
头茶（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幼苗以及王芳等 ［２０］ 对不
同光环境下辽东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幼苗生物

林下弱光环境中的生存和生长是长期适应和环境选

量分配的研究结果支持上述观点；而王俊峰等 ［７０］ 对

择的结果，耐荫树种的形态和生理可塑性响应增强

两种入侵植物生物量分配研究时发现，兰花菊三七

了其对光的捕获和光合利用率，提高了森林植物的
耐荫性和在低光下的生长率

２ １

耐荫性与形态可塑性

２ １ １ 生长表现

［３１，６１］

．

（ Ｇｙｎｕｒａ ｓｐ．） 在弱光下增加了根和叶生物量分配，
减少了枝的生物量分配；Ｃｕｒｔ 等 ［７１］ 对不同光强下欧
洲山毛榉（ Ｆａｇｕｓ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研究发现，光强的降低并

形态性状是植物适应环境变异最

没有改变生物量的分配比例； 王振兴等 ［７２］ 研究表

直接的外在表现，基径和株高之间的调整是植株适

明，闽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 幼树则采取了不同于以上

应遮荫环境的一种策略

［６２］

． 研究发现，植物在遭遇

遮荫胁迫之后，往往会出现基径变细、株高增加的现
象，即表现为“ 细长” 的特征．这可能是植株为了最大
程度地获取光照，减少了用于植株基径生长的碳，将
同化的碳更多地分配于植株的垂直生长 ［２６，６２－６３］ ． 张
淑敏等

［６４］

通过林下和林窗植物交互移植试验认为，

不同光照强度下树木的形态差异主要是由环境引起
的，与植株来源（ 遗传性） 无关，但树木对环境变化
是主动调节还是被动适应仍未分清． 基于生长指标
来测量和评价树木耐荫性的方法较少且较难操作，
Ｐｏｒｔｓｍｕｔｈ 等 ［２３］ 和 Ｎｉｉｎｅｍｅｔｓ 等 ［４６］ 根据总生长率的
高低，把不同树种耐荫性数量化 （ 分 ５ 级， 其 中，１

方式的分配策略，闽楠幼树的根生物量比、叶生物量
比、茎生物量比、根冠比在 ３ 种光环境下均无显著差
异，说明闽楠幼树并不是通过生物量分配比例的改
变来适应光环境的变化．可见，植物对光限制条件下
生物量的分配策略并不是单一的．

２ １ ３ 树冠结构

植物能量的捕获取决于树叶到达

有效的冠层，树冠结构和形状决定了对光的捕获效

率 ［３１］ ，是影响树木在环境中的竞争能力和光合作用
能力的一个重要因子，其对光的可塑性响应是影响
树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２，２７，７３］ ． 虽然树冠结构的变
化是一个经典的主题，在光截获模型的最新研究进
展中，特别是基于射线跟踪算法模型的使用量化了

级：非常不耐荫；２ 级：不耐荫；３ 级：轻度耐荫；４ 级：

树 冠 结 构， 能 够 更 好 地 了 解 树 冠 变 化 的 功 能 意

地区分耐荫性的大小． Ｌｕｓｋ 等 ［１２］ 和 Ｂａｌｔｚｅｒ 等 ［１３］ 研

生大叶片的长侧枝所构成的开阔型树冠，是提高耐

耐荫；５ 级：非常耐荫） ，然后排序，从而可以更直观
究表明， 全株植物光补偿点 （ ｗｈｏｌｅ⁃ｐｌａ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ＬＣＰ ｐｌａｎｔ ） 是测定树木耐荫性的较为

义 ［２９］ ．目前普遍认为，在庇荫环境中，由分枝少、着
荫树种个体捕光能力的象征（ 表 １） ［７４］ ．在树枝水平
上，耐荫种具有更大的树枝轮廓，生长于低光环境的

简单准确的方法，能够有效区分不同树种之间的耐

耐荫种采取加强顶端优势的对策，限制了侧枝（ 尤

荫性，该方法是基于半球影像技术测量的林下光环

其是小枝） 的发育，并以此减少用于枝发育的碳分

境结合 植 物 相 对 生 长 率 （ ＲＧＲ ） 计 算 的 ＬＣＰ ｐｌａｎｔ ，

ＬＣＰ ｐｌａｎｔ 值越低耐荫性越强，林下死亡率越低，但是这
种方法需要研究者监测大量的个体数量．

２ １ ２ 生物量分配

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分配格

局及其变化是树木对环境适应策略的重要表征

［６５］

．

通常，当受到光照条件的限制时，树木就会将更多的
资源分配到地上部分（ 表 １） ，通过减少根生物量的
分配，增加叶、茎生物量的分配来获得更多的光照资
源，有利于提高其对光的竞争力和生存适合度 ［６６］ ．

配，保证主干垂直枝的生长，枝在树冠中的分布和组
成属性变化直接导致叶片分布格局的变化 ［３１，７４］ ，其
中最直观的是叶片数量和叶片密度的变化，比叶面
积和叶面积指数以及叶片结构也发生显著的可塑性
响应（ 表 １） ［２７］ ．如：随着光照水平的降低，抑制了紫
椴（ 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幼树侧枝的发育，叶片密度也显
著降低，且叶片逐渐集中于冠上层，这种分布格局在
形态上提高了其对光的截获能力 ［２７］ ．红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ｏ⁃

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耐荫性的形态适应性主要表现为顶枝生长

２６９０

应

用

生

优势和比叶面积增加，红皮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耐
荫性的形态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侧枝数量和比叶面积
增加

［７５］

．目前对针叶树枝条结构的变化研究较多，

对阔叶树研究较少

［７６］

． 在树冠水平上，林冠下耐荫

种幼树树冠常呈平展形状；某些耐荫种的树冠则随
林冠下辐射强度的降低而减小，并将同化的碳更多
地 分 配 于 垂 直 生 长， 以 期 能 最 大 程 度 地 获 得 光
照

［２８］

．但是有多层叶狭窄的树冠仅仅能够生长在大

的林窗中，因为在浓密的树冠下，大多数的光取决于
太阳倾斜角，以至于更深层的树叶不可避免地受到

遮挡．相反，耐荫种在低光下拥有宽阔的树冠，树叶
排列在水平面上，有利于在深度遮荫的林下最大限
度进行光的捕获

［７７］

．除了在冠层叶面积密度总体上

态

学

２７ 卷

报

叶豆（ Ｈｙｍｅｎａｅａ ｓｔｉｌｂｏｃａｒｐａ） 的结果正好相反，说明
生长环境和生长速度不同时植物的 ＳＬＡ 对光照的
响应不一致．

２ ２

耐荫性与生理可塑性

２ ２ １ 叶片生理特征

耐荫植物在低光下增加叶绿

素和色素蛋白中有大比例氮的投资（ 表 １） ，叶氮含
量的增加与光合利用效率密切相关，有利于增强光
能利用率 ［３，８０－８１，８３］ ．Ｎｉｉｎｅｍｅｔｓ ［８０］ 研究发现，耐荫植物
叶片中氮含量较高有利于提高叶片对光的捕获能
力，认为比叶面积（ ＳＬＡ） 的变化是影响叶氮含量随
光强变化的主要因素 ［２５，８３］ ，氮含量升高的原因可能

是低光下叶片内干物质积累的减少对氮含量产生了
浓缩，另外，低光下叶片厚度、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

的差异，有证据表明耐荫种树冠表面轮廓较为复杂，

厚度减少，叶片同化组织对输导组织和结构组织的

有更大程度的树冠空隙，使树木冠层的内部支持更

相 对 比 例 增 加， 也 是 导 致 氮 含 量 提 高 的 重 要 原

多的树叶

［７８］

．

２ １ ４ 叶片形态

叶片是植物进化过程中对环境变

化较敏感且可塑性较大的器官，叶片通过多种途径
改变其外在或内在的特征，以适应异质光环境的变
化，是区别不同生境中植物的最为明显的特征（ 表

１）

［７９］

． 在叶片形态指标中，比叶面积（ ＳＬＡ） 和比叶

重（ ＬＭＡ） 是较好地量度植物耐荫性的指标 ［９，８０－８１］ ．

比叶面积（ ＳＬＡ） ，即叶面积与叶干质量的比例［ 其倒
数为比 叶 重 （ ＬＭＡ） ］ ， 生 长 在 遮 光 环 境 下 的 植 物
ＳＬＡ 明显升高，ＳＬＡ 升高意味着叶片更薄，叶面积更
大，在有限的生长季节捕获更多光能，积累更多的光
合产物，增强竞争力，提高耐荫性

［８２］

．徐飞等

［７］

研究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和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
ｃｉａ） 幼苗在不同光环境（ 林缘、林窗和林下） 的形态
结构发现，随遮荫程度的增加光能利用效率显著增
大，ＳＬＡ 的增加和根冠比的减少有利于增加光能的
捕获．ＳＬＡ 是植物种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能够更大
地反映物种沿光照梯度的生长特征

［９，８３］

． 有研究表

明，温带和热带地区耐荫植物在低光条件下减少叶

生 物 量 投 资、 有 更 大 的 叶 片， 所 以 ＳＬＡ 较
大 ［９，１７，２５，３４，８４］ ，目的就是增强植物的耐荫性，提高生
存能力

［５３，７９］

．但是，ＳＬＡ 与耐荫性的变化规律并不一

致，如 Ｐｏｐｍａ 等 ［５１］ 对 ６３ 个热带常绿树种成年树种
叶片的研究表明，需光植物与耐荫植物相比有更高
的 ＳＬＡ；而 Ｎｉｉｎｅｍｅｔｓ 等

［８５］

对 ８５ 个温带落叶树种幼

树的 研 究 发 现， 需 光 植 物 有 较 低 的 ＳＬＡ； Ｍａｌａｖａｓｉ

等 ［５２］ 对 ２ 种热带雨林幼苗进行不同的光照处理试
验，发现速生先锋树种桫椤豆（ Ｓｃｈｙｚ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ａｒａｈｙ⁃

ｂｕｍ） 的 ＳＬＡ 随光照的增强而升高，而慢生耐荫的孪

因 ［９，４６］ ．

叶片光合生理的适荫性表现为光合色素含量增

加、叶绿素 ａ ／ ｂ（ Ｃｈｌ ａ ／ ｂ） 降低、叶绿素 ｂ（ Ｃｈｌ ｂ） 含
量相对增加 ［８６］ 、光饱和点（ ＬＳＰ） 和光补偿点（ ＬＣＰ ）
降低、暗呼吸速率（ Ｒ ｄ ） 降低以及表观量子效率（ φ）

增大等方面（ 表 １） ［１２，１７，８７－８８］ ． 杜宁等 ［２５］ 对阔叶林林
外、阔叶林林缘、阔叶林林下、针叶林林窗和针叶林
林外 ５ 种不同光环境下荆条（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ｖａｒ． 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叶片性状的研究表明，低光下通过提高叶
绿素含量可提高对光能的利用效率；闫小莉等 ［３５］ 对
苦丁茶 （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的 研 究 得 到 相 似 的 结
论．叶绿素 ａ ／ ｂ 值是衡量植物耐荫性的重要指标之
一．有研究认为，荫生植物的叶绿素 ａ ／ ｂ 值在 ３ 以
下 ［８９］ ．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等 ［９０］ 和 Ｈｏｆｌａｃｈｅｒ 等 ［９１］ 分 别 对
欧洲山毛榉和洋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ｈｅｌｉｘ） 的荫生叶和
阳生叶进行试验，结果表明，阳生叶的叶绿素 ａ ／ ｂ 值
在 ３ 以上，荫生叶则在 ３ 以下或更低；曾小平等 ［９２］

对 ２５ 种南亚热带植物耐荫性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
论．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生长快速的先锋树种桫椤
豆的叶绿素含量在不同光环境下差异不明显，而生
长缓慢的荫生树种孪叶豆叶绿素总量在遮荫环境下
减少，说明不同植物对光环境的敏感度不同 ［５２］ ．

光补偿点、表观量子效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是

植物利用弱光能力的重要指标，可反映植物光合潜
能，在弱光下降低可能是树种适应林下弱光环境的
一种表现 ［２２］ ． 植物光补偿点低，意味着植物在较低
的光强下就开始了有机物质的正向增长，光饱和点
低则表明植物光合作用速率随光量子密度的增大而
迅速增加，很快即达到最大效率． 因而，较低的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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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点和饱和点使植物在限光条件下以最大能力利用
低光量子密度，进行最大可能的光合作用，从而提高
有机物质的积累，满足其生存生长的能量需要
吴家兵等

［９４］

［９３］

．

２６９１

ｙａｎａ）、榛子（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ａｖｅｌｌａｎａ） 等［３３，３５，１０３－１０７］ ． 因此，叶
片内部解剖结构可作为评价植物耐荫性的重要指标．

２ ２ ３ 碳水化合物分配格局

碳水化合物是植物光

对长白山阔叶红松林主要树种及群落

合作用的主要产物，是植物生长代谢过程中重要的

冠层光合特征的研究表明，蒙古栎（ Ｑｕｅ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

能量供应物质和必需的临时溶质库（ 运输、代谢和

ｃａ） 具有较高的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及最大净光合速
率，表现为典型的喜阳性特点；色木械（ 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
的表观量子效率最大，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及最大净
光合速率最低，表现为弱阳性特点；红松针叶的表观
量子效率值显著低于阔叶树，但具有较高的最大净
光合速率，表现为半喜阳的特点． 有研究表明，幼年
喜光树种在全光照下的最大净光合速率最高，耐荫
树种则在中等光强下最高

［９５］

，而强耐荫的岷江冷杉

（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ｘｏｎｉａｎａ） 和 中 等 耐 荫 的 青 榨 槭 （ 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

ｄｉｉ） 幼苗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均不随光强的变化而变
化

［９６］

．

暗呼吸速率是指植物维持自身生命活动所必需
消耗体内有机物的效率，值越大越不利于植物积累
有机物

［９７］

． 在低光条件下，降低暗呼吸速率有利于

渗透等需求物） ，其浓度和含量的大小通常可以反
映植物整体的碳供应状况，体现植物阶段性碳获取
和支出的平衡关系，表征植物生长和存活能力以及
对外界干扰的缓冲能力 ［１１，１０８－１０９］ ． 因此，量化碳水化

合物储量对森林植物碳平衡的贡献是理解树木存活
和生长的关键 ［１１０］ ．光合作用同化的碳水化合物主要
分配给 ３ 个过程：生长（ 包括繁殖） 、储备和防御，耐

荫性能够决定碳水化合物在 ３ 个过程中的分配 ［３］ ，
同时，也能评估生存和生长最优的碳水化合物分配
模式；与需光植物相比，耐荫植物分配更多的碳水化
合物用于防御和储备 ［３９－４０］ ． 耐荫植物充足的碳水化
合物储备能够应对生存中的压力并能很快从中恢
复，如食草动物取食、自然灾害的破坏等 ［１１１］ ．碳水化
合物储备于植物种子、叶、茎和根部，用于储备⁃生长

植物在低光合速率条件下保持碳平衡．有研究表明，

的平衡关系在耐荫性中起重要作用 ［４０］ ．一些研究表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和 中 华 蚊 母 树 （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等

在低光下，耐荫种没有最大限度的生长，而是投资更

黄 波 罗 （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 、 崖 柏 （ Ｔｈｕｊａ

植物在弱光环境下能通过降低暗呼吸速率来减少对
光合产物的消耗

［２６，９８－９９］

．Ｂａｌｔｚｅｒ 等

［１３］

对马来西亚热

带雨林幼苗的研究发现，暗呼吸速率是植物对光照

明，耐荫植物具有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储备能力 ［３７］ ．

大比例的光合产物用于储备，使得植物能够度过光
照接近或低于光补偿点的时期 ［３７，１０９］ ．碳水化合物储
备可以解释植物的生长和生存以及物种共存的差

需求的决定因素，是光补偿点和耐荫性的替代指标．

异，同时也是耐荫植物一个重要的生活史特征，尤其

叶片结构可塑性的大小已成

是储备在根和茎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提高耐荫植

２ ２ ２ 叶片解剖特征

为衡量植物对光胁迫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

［１００］

．

叶片对光环境变化的适应导致其解剖特征发生变

物在负碳平衡时的短期生存．如 Ｍｙｅｒｓ 等 ［１１］ 对热带
森林林下幼苗的非结构性碳的研究表明，在林下幼

化．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光强下降，叶面积逐渐增大，

苗为了在负碳平衡时生存必须依靠自身储备的碳，

气孔密度减少，排列稀疏，气孔开度下降，上、下表皮

碳水化合物储备在茎和根部，使幼苗应对生物和非

角质层厚度减小，上、下表皮细胞增大，表面突起，叶

生物胁迫期间提高其长期生存时间．有研究显示，储

片厚度、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厚度减少，栅栏组织层

备碳水化合物的多少与低光下生存率呈正相关，如

数减少，细胞变短变圆，排列疏松，细胞间隙增大，这

常绿植物通过延长叶寿命可能降低每年对树冠重建

些特征被认为是植物对低光环境的适应（ 表 １）

［１０１］

，

有利于维持植物叶片系统内水分平衡，增强其对漫
射光和散射光的接受能力，增加叶内光强度

［１０２］

．通

常耐荫性较强的物种叶片解剖结构特征随光环境变
化表现出更强的可塑性

［８４，１０３］

．植物叶片解剖结构特

征随着光环境变化的可塑性响应得到广泛研究，在
大量的植物中得到证实，规律基本一致，如：多脉青
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 金 叶 含 笑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ａ） 、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苦丁茶、兴安落叶

松（ Ｌａｒｉ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 、 爬 山 虎 （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

的投资来提高植物的耐荫性 ［１１２－１１３］ ，而完全落叶植
物的生存率与耐荫性呈弱的相关关系，表明树冠重
建消耗了储备物质，从而影响了耐荫性 ［５４］ ． 与需光
植物相比，耐荫植物的生长期更长，意味着耐荫植物
有更长的时间来补充储备物质，是一种更保守的生
长策略 ［６，１１４］ ．有研究表明，在温带落叶林中幼树相对
于成年优势树种萌芽更早，大约早 ８ ～ １０ ｄ ［１１５］ ；更早
的萌芽，使得年幼的植物能够捕获更多的光，约占它
们生 长 周 期 的 ３０％ ～ ６０％， 占 生 长 季 总 捕 获 光 的

３６％ ～ ９８％，这种物候差异提高了植物每年碳的获

２６９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得，促进了植物在剩余生长季（ 林下仅有 １％ ～ ３％的

差异逐渐消失了． 张群等 ［１２６］ 指出，红松在不同的发

２ ２ ４ 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

荫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需光量也逐渐增大． Ｋｎｅｅ⁃

光照） 的生存 ［１１６］ ．

遮荫不仅改变树木

的形态表型和光合作用，而且对植物水分和养分的
吸收利用效率也有较大影响

［４２－４３］

． 水是植物光合作

用中一些酶的活化剂或辅酶离子吸收的必要溶剂，
显著影响植物的生理过程 ［１１７－１１８］ ．通常认为，水势是
表示植物水分状况或水分亏缺程度的一个直接指
标，而在植物各部位的水势中，叶水势是反映植物体
内水分亏缺最敏感的生理指标

［１１９］

． 唐钢梁等

［１２０］

研

究发现，骆驼刺（ Ａｌｈａｇｉ ｓｐａ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的水势随遮荫程
度的增大逐渐增大，分析认为，水势的这种响应可能
跟弱光环境下蒸腾作用的减弱以及由于遮荫使土壤
含水量增加，提高了植物根吸水的效率有关．

氮、磷、钾养分作为植物生长发育的 ３ 大养分资

源，其吸收、同化与转运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

状况．遮荫后植物的光合速率降低，对氮、磷、钾的吸
收 量 减 少， 从 而 引 起 植 物 生 长 量 和 生 物 量 的 减

育阶段，其需光性不同，幼苗和幼树期具有一定的耐
ｓｈａｗ 等 ［４８］ 研究表明，随着植物个体的增大植物的耐
荫性降低，死亡概率也增大，原因是大部分资源分配
给非光合器官，包括增加细根、增强机械支持和形成
复杂的枝结构．孙一荣等 ［１２７］ 从植物叶片光合生理角
度出发，研究 ３ 个苗龄红松幼苗在不同光环境下的
光合生理指标，得出 ３ 种不同苗龄红松可塑性的大
小顺序为 ３ 年＞５ 年＞７ 年，表明随树龄增大，红松的
需光性增 加． 冯 晓 燕 等 ［２１］ 对 华 北 山 地 白 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等 ４ 个混交树种幼苗、幼树在控制光照
条件下的形态响应和可塑性的研究指出，树木的光
适应机制不仅与树种相关，也会随着树木的发育而
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响应．
４

耐荫性在森林经营中的应用
群落中树种的更替变化与其耐荫性密切相关，

．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施肥来缓解，但是无法通

耐荫能力强的树种取代耐荫能力弱或者喜光的树种

类的不 同 而 不 同， 受 影 响 的 顺 序 一 般 为： 磷 ＞ 钾 ＞

天然更新不能违背更替的规律性 ［１２８］ ．树种耐荫性问

少

［４４］

过施肥来弥补

［１２１］

．遮荫对养分吸收的影响因养分种

氮 ［４４］ ．此外，遮荫条件下有利于铵的同化而不利于
硝酸盐的同化

［４１］

．遮荫对土壤的结构和养分有效性

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１２２］ ．主要是由于光照强度
降低导致土壤蒸发减小，土壤含水率升高，进而影响
土壤 Ｎ、Ｐ 等的矿化

［１２３］

．如 Ｐｕ 等

［１２４］

研究发现，遮荫

提高了胶皮糖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 和火炬
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ｅｄａ） 根系觅养精确性，与同质养分环境
相比，遮荫使两树种在斑块养分环境中的总干物质
量降低．遮荫对植物水分和养分利用的关系是个复
杂的过程，目前其相关机理研究较少．
３

耐荫性与个体发育

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１０］ ，森林的天然更新或人工促进
题不仅是森林更新的理论基础，而且与全部的营林
措施有关，是营林的重要依据 ［１２９］ ． 林下苗木存活的
主要限制因子为弱光照，林下栽植幼苗的生存和生
长与该种在遮荫条件下的生长能力有直接联
系 ［１３０－１３１］ ，因此进行林分改造时则应选择一些较耐
荫的树种．同时，应采取适当的培育措施调节林下透
光率，为新栽植的苗木提供较好的生存环境 ［１３２］ ． 陈

大珂等 ［１３３］ 提出的栽针保阔理论在次生林改造中得
到广泛应用，因为林下栽植的红松、红皮云杉、冷杉
（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 等针叶树是较耐荫的树种，在林冠下较
弱的光环境下能够正常生存，该理论是我国东北东
部山地恢复并发展森林的主要途径．付恒良等 ［１３４］ 在

目前，耐荫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年幼或小个体的

白桦椴树次生林和次生裸地上引入针叶树进行了更

种间差异，未考虑个体大小对耐荫性的影响，植物发

新试验，结果表明，次生林内引进针叶树可加快次生

发现，在植物发育过程中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例如

级及其培育建议，指出对需光树种进行频繁的干扰

育过程中耐荫性是否恒定仍不清楚 ［１９，４８－４９］ ． 有研究

林更新．Ｍａｓｏｎ 等 ［１３５］ 研究了 ５ 种针叶树的耐荫性等

随着个体的增大，光合器官的生物量与非光合器官

有利于其生长，而对耐荫种进行轻度干扰有利于其

的生物量的比例减少，表明耐荫性研究需要考虑个

生 长， 提 出 断 面 积 指 数 可 以 用 来 确 定 干 扰 强 度．

体发育的影响

［４７］

． 植物个体发育阶段不同，耐荫性

存在差异，随着个体的增大耐荫性下降 ［１２，１８］ ． 例如，
Ｍｅｓｓｉｅｒ 等

［１２５］

研究表明，随着个体的增大，耐荫的糖

槭（ Ａｃｅｒ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欧洲山毛榉和中等耐荫的黄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ｌｅｇｈａｎｉｅｎｓｉｓ） 在树冠形态和分配比例上的

Ｗａｎｇ 等 ［１３６］ 研 究 表 明， 根 据 美 国 板 栗 （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耐荫性较强的特点，套种和林窗更新是
较为合适的造林方式． 王凯等 ［１３７］ 对胡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幼苗生长与光环境的关系研究表明，

１００％和 ６０％自然光处理更有利于胡桃楸幼苗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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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３

活生长．因此，建议对胡桃楸林进行适当的间伐，或

研究用以明确不同树种的耐荫性等级以及随着个体

在其林分附近开辟林窗，为幼苗存活、生长提供适宜

发育耐荫性发生的变化，根据树种的耐荫性状况采

的光环境．Ｐｅｔｒｉｔａｎ 等

［１３０］

对挪威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ａｂｉｅｓ） 纯

林转换为混交林时，林下栽植了耐荫性强的欧洲山
毛榉幼苗和不耐荫的花旗松（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
幼苗，研究表明，欧洲山毛榉幼苗应在较密的林冠下
栽植，而花旗松幼苗应在较稀疏的林冠下栽植．把挪

取相应的森林培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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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演替和生物地理格局．目前，对

［２］

［３］

植物耐荫性的研究大量集中在耐荫种对周围环境的
可塑性适应及耐荫机制研究，而对耐荫种在森林营
造、抚育及更新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系统．
５

［４］

研究展望
耐荫性是由植物的遗传特性和诸多生物因素和

非生物因素共同决定的，是植物的一种重要复合性

［５］

状．近年来，对耐荫性在植物形态、生理、个体发育等
方面研究工作较为深入细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对
植物耐荫性这一复合性的特点缺乏全面的测试，一
些结论是建立在对彼此独立的几个指标的研究结果
上，因而很难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植物的耐荫能力；

［６］

分子水平的研究很少涉及；植物耐荫性的研究多集
中在某个地点上的几种植被，但在大的区域上研究
一般较少；耐荫性是森林演替的基础，森林经营中缺

［７］

乏对植物个体的定量研究． 基于此前研究存在的问
题，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１） 对系统的
结构和生理性状的研究，例如叶绿体超微结构的变
化、羧化酶活性、ＡＴＰ、电子传递活性的比较研究；２）

［８］

在分子水平上进行植物耐荫性机理及调控因子的研
究，如光合活力、叶绿体运动及其光合特性，以及电
子传递链、光合作用单元等研究；３） 对植物耐荫性
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量化光照辐射和光质对植
物的影响，个体发育的控制，环境因素的相互影响
等；４） 我国不仅拥有典型的地域性植被分布，如针
叶林、阔叶林、灌丛和萌生矮林等，还有海拔空间上
的典型分布，如长白山植被分布等，在这些地区需要
更多的试验研究以便更好地揭示不同演替阶段物种
替代的机理，并为植被恢复过程提供不同耐荫能力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的物种组，促进植被的自然和人工恢复；５） 由于树
种耐荫性是营林的重要依据，因此需要更加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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