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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研究了不同栽培密度对薄荷生长策略及光合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1)随着密度的升高, 单株的株高、茎粗、

分枝数、单叶面积、叶片厚度等下降; (2)提高栽培密度时, 薄荷的光合色素含量、光合面积、净光合速率均降低, 而PSII
的最大光化学效率不变; (3)高密度下, 单株的根、茎、叶及总生物量积累下降, 而群体的生物量积累变化不明显, 但地下部

分的生物量分配比例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密植会通过降低薄荷单位面积的色素含量而导致光合速率下降; 栽培

密度提高时薄荷通过增加根生物量比来优先竞争矿质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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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growth strategies 
and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 haplocalyx Briq.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height, stem diameter, 
branch number, single leaf area and leaf thicknes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planting density. (2) The in-
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y induced the decrease of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while 
the maximum quantum yield of photosystem II (Fv/Fm) was unchanged. (3) The biomass of root, stem and leaf 
as well as the total biomass of single plant decreased strikingly and the biomass of population kept constant 
with the increase in planting density, but biomass allocation of single plant and population was similar. Conse-
quently, we thought that high planting density could depress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by affecting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is study; the M. haplocalyx Briq could compete for mineral nutrients preferential by enhancing the 
root mass ratio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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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 而光不仅

是光合作用的动力, 还会影响植物光合机构的构

建及调控。因此, 光作为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和产

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生产中, 栽培

密度的增加常常导致种群内光强减弱, 同时还会

使得植株叶面积(李少昆等1993; 刘伟等2010)、叶

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等下降(陈传永等2010; 吕丽

华等2008; 张旺峰等2004), 进而影响植株的生长和

发育。因此, 合理的栽培密度对植物光合器官的

发育及其相关的光合性能具有重要影响。众所周

知, 叶绿素是捕光色素, 其含量与光合作用密切相

关。不过, 有研究认为在栽培密度增加过程中叶

片的营养状况, 而并非叶绿素含量是影响光合速

率的主要因素(陈传永等2010)。实际上, 叶片营养

状况很可能会通过影响色素含量进而影响光合能

力。因此, 推测栽培密度增加时色素含量的下降

很可能会导致光合速率的降低。为证明这一假设, 
本研究中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栽培密度对光合作用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色素

含量和光合速率上, 还反映在生物量积累及其在

各器官的分配等方面(白祥和等1995; 刘伟等2011; 
张旺峰等2004)。事实上, 生物量积累及分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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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够表明植物生长中心及其转移(刘伟等2011; 
张银锁等2002; Tollenaar和Daynard 1982)。一般情

况下, 植株可以通过调节生物量分配来优化生长

以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在高的栽培密度条件下, 
甜菜(白祥和等1995)和玉米(李少昆等1993)的根冠

比下降, 表明植物会将更多的生物量分配到地上

部以便争取更多的光照资源(Hickman 1975)。此

外, 也有研究证明黄花蒿(王满莲等2010)、缺苞箭

竹(吴福忠等2005)、红葱(黎磊和周道玮2011)、大

叶相思幼林(梁丽丽等2009)等在密度升高时对光

的需求和竞争能力均增强。然而, 栽培密度对植

物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光照资源, 还会导致地下

矿质资源的竞争。栽培密度升高时, 棉花(田立文

等1996)、小麦(刘殿英1987)和美国黑松(Litton等
2003)的地下生物量分配会增多, 表现为根茎比和

根冠比升高, 从而优先获取地下矿质资源。因此, 
不同植物在响应不同栽培密度时采取的生长策略

很可能有较大差异。不过, 一般情况下植物总能

通过调控生物量在各器官间的分配来响应环境的

变化, 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稀缺资源(黎磊等2011; 
McConnaughay和Coleman 1999)。

薄荷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 国内外需求

量很大。为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 栽培过程中的

合理密植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此外, 由
于薄荷具有很强的克隆繁殖能力, 栽培后其种群

密度通常会快速扩增。生产中, 过高的栽培密度

或种群密度会抑制薄荷个体的生长发育, 并进而

影响精油的产量和质量。因此, 理解较高栽培密

度或种群密度下影响薄荷生长发育的限制因素, 
并在生产中制定相应的措施, 可能有助于缓解或

解决这一问题。故本文以薄荷为材料研究其在不

同栽培密度下的光合特性及其生长策略, 以期为

薄荷的优质高产栽培提供实验支持。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种植与试验设计

2010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实验地

进行薄荷(Mentha haplocalyx Briq.)繁苗, 2011年
4~9月开展实验。在育苗地选取生长一致的幼苗, 
按高(25棵/箱)、中(16棵/箱)、低(6棵/箱)三个密度

梯度将幼苗移栽到底部打有小孔并装有栽培基质

(草炭:黄土:沙子:蛭石=5:3:1:1)的栽培箱(42 cm×32 

cm×22 cm, 共18个)中。整个实验设3个密度, 每个

密度处理有6个重复。各栽培箱中幼苗的生长环

境和管理方法一致, 其中叶片生长参数的测定均

选用第5叶位(刚发育成熟的新叶), 以降低叶龄差

异的干扰。

2  生长形态和生物量的测定

用直尺和游标卡尺测定株高、茎粗、叶片长

宽等, 记录现蕾数及分枝数。按根茎叶分类, 在
105 ℃烘箱中杀青30 min, 85 ℃烘干48 h后, 称其

干重作为单株薄荷的生物量, 各栽培箱中所有单

株干重的累加作为该群体的生物量。计算出以下

参数: 根生物量比(root mass ratio, RMR, 根重/植株

总重), 茎生物量比(supporting organs biomass ratio, 
SBR, 茎重/植株总重), 叶生物量比(leaf mass ratio, 
LMR, 叶重/植株总重), 根冠比(root mass/crown mass, 
R/C, 根生物量/地上部分生物量) (王俊峰和冯玉龙

2004), 凋落物生物量比(litterfall biomass ratio, 
LBR, 凋落物重/植株总重)。
3  气体交换参数的测定

选择6~7月份晴好天气, 于上午9:00~11:00用
CIRAS-2型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PP-Systems, 
美国)进行气体交换参数的测定。本研究中, 薄荷饱

和光强在800 µmol·m-2·s-1
左右, 为确保测定结果的可

靠性, 分别在1 200 µmol·m-2·s-1
和800 µmol·m-2·s-1

的光强下测定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等参数(Jiang
等2011)。
4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选用Handy-PEA非调制式荧光仪(Hansatech, 
英国)测定薄荷荧光参数。叶片经过一夜的暗适应

(12 h)后, 黎明前测定Fv/Fm作为凌晨时薄荷PSII的
最大光化学效率, 而中午14:00时测得最大光化学

效率, 测定前先暗适应20 min。
5  叶片气孔密度和比叶面积的测定

选取完整的叶片, 将无色透明指甲油涂于叶

背面, 待其晾干后用镊子撕下, 制作临时装片于光

学显微镜(Nikon-E800)下拍照, 在Photoshop软件中

清查气孔数目(Coupe等2006; Jiang等2011)。在主

叶脉两侧用直径6 mm的打孔器打下30个叶圆片, 
85 ℃烘干至恒重, 测其干重, 计算比叶面积。

6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参照Arnon (1949)方法略做修改。在主叶脉

两侧用直径6 mm的打孔器打取20个叶圆片, 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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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用80%丙酮溶液20 mL浸提48 h, 再用25 mL的容

量瓶定容。用分光光度计(UV-8000S, 中国)分别在

663和646 nm波长处测定OD值, 计算色素含量。

7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SPSS (Version 11.5)进行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检验其差异显著性(P=0.05)。

实验结果

1  栽培密度对薄荷生长的影响

植物个体的株高、茎粗和分枝数能反映植株

的生长发育状况。图1表明, 薄荷株高、茎粗、分

枝数等随密度的升高而显著下降, 同时花蕾数减

少, 证明栽培密度增加时薄荷的长势会减弱, 生长

发育明显受到抑制。

2  栽培密度对薄荷光合特性的影响

叶片是主要的光合器官。我们注意到薄荷的

单叶叶面积随栽培密度的升高而下降, 比叶面积

增加但差异不显著(图2-A); 同时, 叶片气孔密度减

小、总叶绿素含量下降(图2-B), 说明栽培密度能

够影响叶片的形态及光能捕获。为进一步探讨栽

培密度对叶片功能的影响, 我们测定了光合速率。

光合速率的测定表明, 随着种植密度的提高, 
两种光强下薄荷的净光合速率(Pn)均下降(图3-A), 
但两个光强之间差异很小, 说明两种光强下光合

速率均已饱和。上述结果也表明饱和光下低密度

时薄荷冠层中的单叶光合能力较高。图3-B显示, 
不同处理间薄荷光系统II的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

基本相同, 中午Fv/Fm虽下降, 但各处理间的光抑制

程度相似, 说明栽培密度对PSII的最大光化学效率

影响很小。

3  栽培密度对薄荷生物量积累及分配的影响

生物量积累也可以用来衡量光合生产力。随

图1  栽培密度对薄荷株型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plant type of M. haplocalyx
图中同一测定项目柱形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下图同。

图2  栽培密度对薄荷叶片状况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leaf situation of M. haplocal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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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度的升高, 单株的叶、茎、根、凋落物、地

上部分及植株总的生物量均显著下降(图4-A、B), 
而群体各器官的生物量呈增长趋势, 但除根外差

异均不显著(图4-C、D)。凋落物主要是叶, 说明密

度制约时植株在器官水平上发生了自梳现象。上

述结果说明本研究中密度对单株生物量积累的影

响要远大于对群体。

计算生物量分配比例发现, 随着密度的提高

单株的LMR降低, SBR变化不明显, RMR、LBR和
R/C升高(图5-A), 而群体的各相关变量的变化趋势

与单株的类似(图5-B)。说明密度对薄荷单株和群

体生物量分配的影响相似, 其中根和叶的变化最

明显, 密度提高时薄荷生物量更倾向于向地下器

官分配。

图3  栽培密度对薄荷光合速率(Pn)和光系统II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photosynthetic rate (Pn) and the maximum quantum yield of 
photosystem II photochemistry (Fv/Fm) of M. haplocalyx 

A: 800 µmol·m-2·s-1
和1 200 µmol·m-2·s-1

光强下的净光合速率; B: 凌晨和中午的最大光化学效率。

图4  栽培密度对薄荷生物量积累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biomass accumulation of M. haplocal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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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栽培密度对薄荷各器官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biomass allocation of organs of M. haplocalyx
LMR: 叶生物量比(叶重/植株总重); SBR: 茎生物量比(茎重/植株总重); RMR: 根生物量比(根重/植株总重); LBR: 凋落

物生物量比(凋落物重/植株总重); R/C: 根冠比(根生物量/地上部分生物量)。

讨　　论

栽培密度作为影响薄荷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广

受关注。本研究中随着密度的提高, 单株薄荷的

叶面积减小且叶片变薄(图2-A), 单位面积色素含

量下降(图2-B), 单位面积光合速率降低(图3-A)等
因素共同导致了单株的生物量积累减少(图4-A、

B)。尽管栽培密度提高时单株薄荷各器官的生物

量显著下降, 而群体生物量却略微上升(图4), 表明

单株和群体的生物量积累在响应密度变化时有差

异。群体过大引发单株的光合性能下降, 而群体

则因数量优势弥补了单株生物量积累的不足, 因
此导致群体间生物量积累的差异较小, 即栽培密

度对单株生物量积累的影响要大于群体。

生物量分配的调整是植物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当环境改变时薄荷也会调整自身的生长策略。我

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单株和群体的生物量分配相似

(图5)。密度提高时单株和群体的叶片在总生物量

中的比重下降, 同时茎也呈下降趋势, 而根是增加

的, 这些表明同化器官被削弱, 而吸收器官增强。

研究表明地上与地下生物量比值的变化能够反映

植物生物量的分配策略(黎磊等2011; 王平等2007; 
吴福忠等2005)。密度增加时单株和群体的根冠比

均增加, 表明相对较多的生物量被分配到了地下

部分, 即相同质量的地下部分负载地上部分的能

力下降, 这说明薄荷对地下矿质资源的竞争在逐

渐加剧。因此, 薄荷在较高栽培密度下更倾向于

通过增加根部的投入(如RMR、R/C升高)来增强

对矿质营养的竞争, 这可能是对获取更多矿质资

源的一种适应。

此外, 较高栽培密度下植物种群内部的光强

也会减弱。本研究中, 薄荷最大栽培密度与低密

度相比其种群内部光强降低47.5%左右。众所周

知, 光强的改变会影响叶片的生长和光合特性。

之前的研究证明, 当生长光强减弱时植物叶面积

和比叶面积均会增加(王俊峰和冯玉龙2004; 肖艳

辉等2007)。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薄荷叶面积不仅没

有增加, 反而下降; 同时比叶面积略有增加趋势, 
不过差异并不显著。因此, 推测本研究中光照应

该不是薄荷叶片生长的限制因素, 很可能是栽培

密度增加导致的矿质资源限制制约了叶片的生

长。栽培密度增加时不仅影响薄荷的叶片生长, 
还影响其叶片的光合功能。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高密度时单位面积的光合速率和叶绿素含量均下

降。为了探讨叶绿素含量的降低是否会导致光合

速率的下降, 我们对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进行

分析, 发现在3个栽培密度下薄荷单位面积光合速

率与叶绿素含量之比并未改变(图6), 说明单位叶

绿素含量的光合能力未受到栽培密度的影响。因

此, 推测薄荷单位面积光合速率的降低应该与单

位面积叶绿素含量的下降有关。同时, 光系统II对
环境胁迫非常敏感, 其活性降低往往是光合能力

降低的重要因素。不过, 我们的结果表明随着栽

培密度的增加, 光系统II的最大光化学效率无论是

在清晨还是中午时测定均未发生显著改变。所以, 
栽培密度对光系统II活性以及光抑制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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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导致薄荷光合能力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薄荷在较高栽培密度下色素含量的降低

导致了其光合能力的下降, 而色素含量的减少则

可能与叶片的营养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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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栽培密度对薄荷光合速率与叶绿素含量比值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the ratio of photosyn-
thetic rate (Pn) to chlorophyll content of M. haplocalyx

本研究表明薄荷在较高栽培密度时色素含量

的降低可能导致光合速率的下降; 该情况下, 薄荷

会保持较高的根生物量比来优先竞争矿质资源。

因此, 较高密度下改善土壤的矿质营养状况可能

会有利于缓解薄荷根系对于矿质营养的竞争压力, 
也将有助于增强地上部分的光能利用和促进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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