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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教材中若干重要术语的表述问题
宋克敏*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 武汉 430070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

国各综合大学、农林及师范院校纷纷开设或恢复

了植物生理学课程。与此相配套的植物生理学教

材也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其中最早恢复

出版的是潘瑞炽和董愚得合编的《植物生理学》

教材 [1]。这套教材出版后在全国许多高校中广泛

使用，影响甚大（其后又相继修订出版了第2[2]、

3[3]版，最近又出版了第 4 版[4]）。除了这套教材

外，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曹宗巽和吴相钰合编

的《植物生理学》[5]等教材。2 0 0 0 年前后，高

校植物生理学教材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版。

应该说，这些教材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国植物

生理学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推

动我国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工作不断攀升新的水平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有幸从事植物生理学教学

工作多年，曾接触到一系列相关的教材，从中收

获颇多。但在使用或参考这些教材的过程中，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某些植物生

理学专业术语的表述问题。为了促进教学，避免

这些问题对教材使用者特别是广大学生的困扰，

笔者在此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广大同行切磋。

1    荧光现象

荧光现象是在介绍光合色素的光学特性时提

出的一个概念。在几套不同的教材[1~4, 6, 7]中，对

这个概念的解释是：叶绿素溶液在透射光下呈绿

色，而在反射光下呈红色，这种现象叫做荧光现

象。若按照这样的解释，从字面上理解，那就

是说，给予叶绿素溶液以透射光，则叶绿素溶液

呈绿色；给予叶绿素溶液以反射光，则叶绿素溶

液呈红色。但给予叶绿素溶液的透射光及反射光

又是从哪里来的？透射光是经过透镜穿出的光照到

叶绿素溶液上的？而反射光是由一面小镜子反射到

叶绿素溶液上的吗？显然不是。其实，太阳光或

人工光源的光照射到叶绿素溶液上，经叶绿素溶

液本身而透射出来的光被人眼看到，即是叶绿素

溶液表现出的绿色，而人眼要看到叶绿素溶液的

红色，必须看叶绿素溶液本身的反射光（因此,人

眼此时不能对着光源的方向而必须在光源方向的侧

面）。因此，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叶绿素溶液的透

射光呈绿色，而叶绿素溶液的反射光呈红色。但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种现象就是荧

光现象。因为荧光现象实际所指的只是叶绿素溶

液的反射光为红色这一现象，而并不包括叶绿素

溶液的透射光为绿色这个现象。

还有个别教材[7]在谈到荧光现象时，则使用

了诸如叶绿素溶液在入射光下呈绿色，在反射光

下呈红色的表述，这同样是不恰当的。

现行的教材中，大都在介绍荧光现象后即从

光学的能量状态的变化入手来分析荧光现象的本

质，这对于进一步正确理解荧光现象是必要的。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在解释荧光现象这一

概念时，应抛弃那些不够严谨的说法。此外，如

果要准确并完整地解释这一概念，还应该加上光

学能量状态变化的内容。下面是笔者重新对该现

象所下的定义，供大家讨论：叶绿素溶液经日光

等复合光照射时，其透射光呈绿色，反射光呈红

色。叶绿素溶液反射光为红色的现象即为叶绿素

的荧光现象，其本质是叶绿素溶液受光激发后所

形成的不稳定激发态第一单线态回到基态时发出红

光。

2    光呼吸

对于光呼吸这一现象，有教材是这样下定义

的：植物的绿色细胞在光下吸收 O2 放出 CO2 的过

程[6, 7]。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下得过于简单和牵

强。尽管这里特别提及绿色细胞，突出了光合实

体的行为，但问题在于通常所说的植物的暗呼吸

（即一般意义上的呼吸作用）在光下同样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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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进行（只不过它不依赖光照），同样要吸收

O2、放出 CO2。即绿色细胞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暗

呼吸（在光下也在进行）。因此，上面的定义

无法将在光下进行的暗呼吸排除在外。

另外，光呼吸过程是与光合作用密切关联的

代谢过程，并且涉及到 3 种不同的细胞器，尤其

是与叶绿体有关。根据这些特点，笔者认为应该

对光呼吸的定义重新界定。笔者建议，若作为简

洁明了的定义，可定义为：光呼吸是植物绿色细

胞在光下才能进行并与光合作用密切关联的特殊呼

吸过程。若要更全面些，还应再加上如下内容：

这一过程由叶绿体、过氧化体和线粒体协同完

成。它以 C 2 化合物乙醇酸为底物，故又称为乙

醇酸代谢途径或C2 循环。这样的定义应该能够较

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光呼吸的含义。

3    蒸腾效率与蒸腾系数

蒸腾效率和蒸腾系数是蒸腾作用中的两个重

要的生理指标。对这两个指标的概念，不同教材

在表述上存在微小差异，总体上基本一致，即：

蒸腾效率（或蒸腾比率）是指植物每消耗1 kg水

所形成的干物质的克数；蒸腾系数（或需水量）

是指植物制造1 g干物质所消耗水分的克数。这里

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多数教材没有强调或突出这两个

基本概念所应有的单位。因此，在接下来所给出

的实例中往往是单位表示不完整或缺乏单位。例

如，在几本教材中都曾提到大多数农作物的蒸腾

效率是2~10 g[1~6, 9];蒸腾系数是500~100 g[3~6, 9]。

个别教材甚至将蒸腾系数简化为500~100[1, 2, 7, 8 ]，

索性不要单位。这样的情况对于熟悉这两个基本

概念的人来说倒不会带来太大麻烦，而对于刚刚

接触这两个概念的学生来说，麻烦就大了。因为

教材上都说，蒸腾效率与蒸腾系数是一种互为倒

数的关系。而学生在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互换时就得

出了五花八门的数字。如上述的蒸腾效率与蒸腾系

数之间，就有学生给出了蒸腾效率为0.002~0.01、

蒸腾系数为0.5~0.1，有的还换算为其他的比值或

百分数，从而给出蒸腾效率为 1 / 5 0 0 ~ 1 % 、

0 . 2 % ~ 1 % 等等数值。从数学运算上看，这

些数值都没有任何问题。可这些数值与蒸腾

效率与蒸腾系数的定义却并不相符。很显

然，如果严格把握蒸腾效率与蒸腾系数这两

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单位，就不会出现上面的

混乱状况。因此，笔者建议在给蒸腾效率和

蒸腾系数下定义时一定要强调其包含的单位。

所以不妨定义如下：蒸腾效率（或蒸腾比率）是

指植物每消耗1 kg水所形成的干物质的克数[g(干

物质).kg-1(水)];蒸腾系数（或需水量）是指植物

制造1 g干物质所消耗水分的克数[g(水).g-1(干物

质)]。笔者在此将两个概念包含的单位用括号中

的内容加以强调。显然，这两个生理指标各自对

应的单位并不完全一致。但两个单位间可以转换

从而达成一致。而所谓蒸腾效率与蒸腾系数互为

倒数的关系，严格地讲，必须建立在这两项指标

的单位统一的基础之上才能通过以χ与1/χ的方式

进行直接转换。由于新的定义强调了两项指标各

自的单位，这样，在根据二者互为倒数的关系进

行相互转换计算时，必须根据两个指标定义中的

单位要求进行再换算，就不容易发生上述随意转

换的情况。

4    植物激素

什么是植物激素？对这个概念，较早出版的

教材[1, 2]曾给出过如下定义：植物激素是指一些在

植物体内合成，并从产生之处运送到别处，对生

长发育产生显著作用的微量有机物。应该说，这

个定义基本上是准确的。但这个定义中的“微

量”比较笼统，不够确切。因此，后来出版的

一些教材[3, 4, 7]就对这一概念作了补充，即在“微

量”一词后用括号注明为 1 μ mol.L-1 以下。那

么，根据这一补充解释，也就是说，作为植物激

素，除了在植物体内合成并能进行运输外，其在

植物体内的含量属于微量，而这种微量的水平在1

μ mol.L-1 以下。对此，读者势必会提出这样的

问题，即在确定某未知有机物是否为植物激素

时，对 1 μ mol.L-1 以下的微量水平如何来把

握？进一步讲，这里的“L ”又如何掌握？是

通过榨取植物体的汁液并根据这样得到的植物汁液

的体积来确定“L”吗？如果是，又怎样保证植

物体的汁液能够被完全充分地得到？退一步讲，

就算能够得到完全的汁液，可植物体内的汁液浓

度是受植物体内水分多少制约的，而植物体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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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多少则是随着环境条件的不同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另外，植物体不同部分的含水量情况也不一

样。这样，测出的植物激素就既可能在1 μ mol.

L-1 以下，也可能在1 μ mol.L-1 以上。那么，如

果测出的结果在1 μmol.L-1以上，难道这种物质

就不是植物激素了吗？很显然，这里将植物激素

在植物体内的“微量”规定为 1 μ mol.L
-1
以下

实质上是难以确定的。事实上，这里的“1 μmol.

L - 1 以下”，并不能作为植物激素“微量”的标

准，而是对植物激素在植物体内发挥作用时其作

用浓度的说明。换句话说，就是指植物体内的植

物激素通常是在1 μmol.L-1以下的浓度时即发挥生

理调控作用的。对此，国外曾有教材[10]指出，植

物激素发挥生理调控作用的浓度小于1 mmol.L-1，

而通常小于1 μmol.L-1。这样就给出了植物激素

在植物体内作用浓度的一个范围，如此界定是比

较科学的。既然如此，植物激素的“微量”到

底是怎样的一个含量水平呢？根据有关教材和专

著，植物激素在植物体内的含量通常为植物组织

鲜重的10-9~10-7[5, 11]。这同样给出了一个范围。但

如上所述，植物组织鲜重的变数很大，以植物组

织鲜重为基础的植物激素含量范围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只能作为参考。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

解释植物激素这一概念时，不妨这样定义：植物

激素是指一些在植物体内合成并能从合成部位运送

到其他部位,在很低浓度水平下（通常为1  μmol.

L-1以下）即能对植物生长发育产生显著作用的微量

有机物。这一定义中，确定植物激素的标准主要

不在于这种有机物在植物体内的含量处于怎样

“微量”的水平，而在于其作用浓度的水平。至

于这里的“微量”的界定，以植物组织干重为

基础比较可取。但具体范围值尚待同行们进一步

研究、讨论来确定。

5    三重反应

三重反应是植物激素乙烯对黄化豌豆苗的特

殊生理效应。而现行教材中对三重反应的解释仍

存有混乱之处。如有教材[2, 6~8]将三重反应解释

为：黄化豌豆苗经微量乙烯处理后发生三种反

应：茎伸长生长受到抑制；上胚轴直径增大；茎

的负向重力性消失，发生横向生长。需要注意的

是最后一项内容所说的，即是由于茎的负向重力

性消失，整个茎部横向弯曲的现象。但是，三

重反应中的第二项，即上胚轴直径增大，才是植

物学上所说的真正的“横向生长”，也就是豌豆

茎在横切面上表现的生长。而茎负向重力性消失

所产生的所谓“横向生长”，其实属于“横向

重力性（diageotropism）”或偏上性生长。即这

种豌豆茎整体“横向”偏移的生长现象，既不

是茎本身纵切面上表现的伸长生长，也不是横切

面上表现的横向生长（或侧向生长），而是由于

“偏上性生长”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横向重力性。

因此，笔者认为，宜将三重反应定义如下：三

重反应是乙烯对黄化豌豆苗的特殊生理效应，它

表现为抑制茎的伸长生长（使矮化）；促进茎的

横向生长（使加粗）；茎的偏上性生长（或茎

失去负向重力性而表现出横向重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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