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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几种常见单叶与复叶树种
叶内生物量分配及异速生长分析
李金明ꎬ 叶玉媛ꎬ 刘锦春 ∗
(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重庆市三峡库区植物生态与资源重点实验室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 以 ６ 种复叶和 ７ 种单叶树种为材料ꎬ 对叶内光合结构和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及异速生长关系在单叶和

复叶树种中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ꎮ 结果显示: 单叶树种支撑结构的生物量投资比例显著大于复叶ꎮ 单叶树种的
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大小( 叶面积和总叶干重) 无明显的相关性ꎬ 其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呈等速生长关系ꎻ 复叶
树种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大小的增加而增加ꎬ 其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呈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ꎬ 且支撑结构的
增长速率大于光合结构的增长速率ꎮ 在物种水平上ꎬ 同一叶类型植物不同物种的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和叶大小
的关系呈不同的变化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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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植物的叶通常由一个展开的叶片( ｌａｍｉｎａ) 和

化规律ꎮ
植物叶内生物量分配的差异导致叶内各构件表

一个 悬 臂 结 构、 起 支 撑 和 输 导 作 用 的 叶 柄 组 成
( ｐｅｔｉｏｌｅ)

ꎮ 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ꎬ 是植物

现出生长不同步的现象是异速生长关系的具体体

取和碳获取能力 [２] ꎮ 叶柄是植物叶的重要支撑结

律 [１４] ꎬ 在植物生长发育的过程中ꎬ 植物以异速生

[１]

固碳的重要构件ꎬ 叶片总量直接影响植物对光的截

现 [１３] ꎮ 植物构件之间的异速生长是普遍存在的规

构和水分、 养分的输导通道ꎮ 一般而言ꎬ 在叶总生

长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资源ꎬ 从而适应其所在的环

物量一定且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ꎬ 分配给叶片的

境 [１５] ꎮ 研究发现ꎬ 植物的叶柄与叶片之间呈显著

当叶片生物量增加时ꎬ 叶抵抗自身重力及外力作用

应叶片的增大ꎬ 叶内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比例随

生物量越多ꎬ 叶的光合碳获取能力则越强 [３] ꎻ 但
和水分输导的成本相应增加

[４ꎬ ５]

ꎬ 此时需要增加对

叶柄生物量的投资ꎻ 同时叶面积的增加也需要更长
的叶柄来减少个体内部对光的相互遮挡

[６ꎬ ７]

ꎮ 研究

的异速生长关系 [１６ꎬ １７] ꎬ 叶柄通过一系列调整来适

叶大小的增加而增加 [１８] ꎮ 这种异速生长的模式能

够让植物达到对资源获取的最佳状态ꎬ 体现出植物
的一种权衡策略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不同物种单叶和复叶植物为材

发现ꎬ 叶柄的支撑投资随叶大小( 采用叶面积或叶

ꎮ 叶增大获得的光

料ꎬ 把叶分为光合结构( 去除中脉的叶片) 和支撑结

ꎬ 因而植物是否需要增加叶大小以获得更

树种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和异速生长

生物量表征) 的增加而递增

[８ ꎬ９]

合收益有可能被所需增加的叶柄支撑成本抵消甚至
超出

[１]

构( 叶柄、 中脉和叶轴) 两部分ꎬ 分析单叶与复叶

多的光合受益则需要权衡ꎮ 另一方面ꎬ 目前的研究

关系ꎬ 以解决如下科学问题: 单叶与复叶树种对叶

通常只把叶柄考虑为植物叶内的支撑结构ꎬ 而叶脉

内支撑结构的生物量投资是否均随叶大小的增加而

( 尤其是中脉) 同样是叶片机械支持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承担水分、 养分和光合 产 物 的 运 输 功 能

[１０]

ꎮ

增加? 同一叶类型植物不同物种的叶内生物量的分
配规律是否一致? 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在单叶和复

因此把叶脉考虑为支撑结构ꎬ 其结果可能更具有合

叶树种中呈等速还是异速生长? 研究结果旨在为不

理性ꎮ

同叶类型植物的生长和资源分配策略研究提供理论

研究表明ꎬ 复叶植物与单叶植物在某些结构和
功能方面确有不同

[１１]

ꎬ 在叶水平上的生物量分配

可能因不同的叶类型( 单叶和复叶) 而有差异 [１２] ꎮ

如 Ｌｉ 等 [９] 的研究表明ꎬ 在给定的叶柄干质量下ꎬ

依据ꎮ

１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地区概况

复叶植物的叶片质量和叶面积均小于单叶ꎬ 与单叶

研究地点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ꎬ 地处重庆

植物相 比ꎬ 复 叶 分 配 到 叶 片 的 生 物 量 更 少ꎻ Ｎｉ￣

市西北部ꎬ 坐落于缙云山麓、 嘉陵江畔( ２９°３０′４１″ ~

ｉｎｅｍｅｔｓ 等

[８]

研究发现单叶与复叶植物叶内支撑结

构的生物量投资比例随叶大小的增加呈相似的增加

３０°１１′２１″Ｎꎬ １０６°１８′１４″ ~ １０６°５６′５３″Ｅ) ꎮ 该地区
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ꎬ 雨量充沛ꎬ 有春早、 夏

趋势ꎬ 但由于复叶植物有明显的叶轴ꎬ 能够像单叶

热、 秋短、 冬迟的特征ꎬ 最高气温 ４４３℃ꎬ 最低

植物的枝条一样实现叶片的空间扩展ꎬ 因而总体上

气温 －３１℃ꎬ 年均温 １８２℃ꎮ

复叶植物对叶内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明显大于单

１ ２

叶植物ꎮ 然而ꎬ 同一叶类型植物不同物种的叶内生
物量分配可能存在差异ꎬ 如张海燕等

[３]

对 ３ 个复

叶树种叶内生物量分配的研究发现ꎬ 不同物种叶内
支撑结构的生物量投资比例随叶的增大呈不同的变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 ８ 月ꎬ 在植物生长旺盛、 展叶完

成时采集重庆地区常见的 ６ 种复叶植物和 ７ 种单叶

植物的叶子ꎬ 共 １３ 个物种ꎬ 属 １０ 科 １３ 属( 表 １) ꎬ
单叶和复叶树种均兼顾乔木和灌木、 常绿和落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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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材料信息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叶类型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犀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常绿乔木

单叶

荷花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Ｌ.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常绿乔木

单叶

日本珊瑚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Ｋｅｒ￣Ｇａｗｌ. ｖａｒ. ａｗａｂｕｋｉ ( Ｋ Ｋｏｃｈ)
Ｚａｂｅｌ ｅｘ Ｒｕｍｐｌ.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荚蒾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单叶

白兰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ｂａ ＤＣ.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含笑属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常绿乔木

单叶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常绿灌木或乔木

单叶

腊梅科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腊梅属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落叶灌木

单叶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落叶乔木

单叶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枫杨属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落叶乔木

复叶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素馨属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落叶灌木

复叶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秋枫属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常绿乔木

复叶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蔷薇属
Ｒｏｓｅ

落叶灌木

复叶

龙爪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 ｖａｒ.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Ｈｏｒｔ.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槐属
Ｓｎｐｈｏｒａ

落叶乔木

复叶

双荚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ｂ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ｉｓ ( Ｌ.) Ｒｏｘｂ.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决明属
Ｃａｓｓｉａ

直立灌木

复叶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 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Ａｉｔ.
腊梅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 Ｌ.) Ｌｉｎｋ
黄葛树
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Ａｉｔ. ｖａｒ. ｓｕ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Ｍｉｑ.) Ｃｏｒｎｅｒ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ＤＣ.
迎春花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ｉｎｄｌ.
秋枫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Ｂｌ.
法国蔷薇
Ｒｏｓａ ｇａｌｌｉｃａ Ｌ.

不同生活型的植物ꎮ 采集时对每一研究物种随机选取

光合结构质量比 ＝ 光合结构干重 / 总叶干重ꎻ

３ 个健康成熟的个体ꎬ 按照东、 南、 西、 北 ４ 个方位

支撑结构质量比 ＝ 支撑结构干重 / 总叶干重ꎮ

各随机选取 ３ 片生长良好的叶子ꎬ 即每个物种采集 ３６

(３ × ４ × ３)个分析样本ꎬ 采集时尽量涵盖较大和较小
的叶子ꎬ 以便更好地建立叶片与叶柄的关系ꎮ

１ ３

数据分析
对单叶和复叶物种的植物功能性状先计算个

体的算术平均值ꎬ 再计算 种 内 平 均 值ꎬ 最 后 以 物

采用数字化扫描仪( ＳＴＤｌ６００Ｅｐｓｏｎ ＵＳＡ) 扫描

种平均值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分析叶片各个指

植物叶片并用 ＷｉｎＲＨＩＺＯ(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１０Ｂ) 根系分析

标在不同叶类型组中是否存在差异ꎮ 支撑结构质

软件分析叶面积ꎮ 用刀片分离光合结构( 单叶树种

量比与叶面积、 总叶干重在不同叶类型植物和不同

为去除中脉的叶片ꎬ 复叶树种为去除小叶中脉的小
叶片) 和支撑结构( 单叶树种为叶柄和中脉ꎬ 复叶

树种为叶轴、 小叶柄和小叶中脉) ꎬ 将其烘干至恒

物种之间的关系采用 直 线 回 归 分 析 ( 即 最 小 二 乘

法) 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软件分析数据ꎬ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 软
件做图ꎮ

重后进行测量ꎬ 总叶干重为两者之和ꎮ 本研究以叶

叶内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间的关系用方程 ｙ ＝

面积和总叶干重表征叶大小ꎮ 光合结构质量比、 支

ｂｘ 进行描述ꎬ 将两边取对数后转化为 ｌｇ( ｙ) ＝ ａｌｇ

撑结构质量比的计算公式为:

ａ

(ｘ) ＋ ｌｇｂꎬ ｘ 和 ｙ 表示植物的两个功能性状ꎬ ｂ 为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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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ꎬ ａ 为斜率ꎬ 当斜率 ａ ＝ １ 时表示光合结构和支

植物中ꎬ 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为 ００２ ~ ０４６ ｇ / ｇꎬ

撑结构之间为等速生长关系ꎬ 否则为异速生长关

平均值 ０１４ ｇ / ｇꎮ 单叶树种叶内支撑结构生物量

系

[１９ꎬ２０]

ꎮ 异速生长方程的参数估计采用标准化主轴

估 计 ( ＳＭＡ) 方 法

２０

[２３]

[２１ꎬ２２]

ꎬ 由 软 件 ＳＭＡＴ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计算完成ꎮ 对单叶和复叶物种组的斜率采用

Ｗａｒｔｏｎ 和 Ｗｅｂｅｒ

[２４]

的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ꎬ 若斜

投资比例显著高于复叶树种ꎮ 同样ꎬ 单叶的总叶干
重、 光合结构干重、 支撑结构干重的总体平均值均
显著高于复叶树种ꎬ 但两者的叶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 表 ２) ꎮ

率 ａ 存在显著差异则呈现不同的生长关系ꎬ 当相关

２ ２

生长斜率无显著差异时ꎬ 计算其共同斜率ꎬ 并检验

关系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截距漂移(共轴但截距不同)ꎬ 若
截距相同ꎬ 则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共轴漂移

２

[２５ꎬ２６]

ꎮ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面积、 总叶干重的

单叶植物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面积、 总叶干重
之间均未呈现明显的相关性ꎬ 随着叶面积和叶生物
量的变化ꎬ 单叶的支撑结构质量比没有较大波动ꎬ
基本稳定ꎻ 而复叶植物的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面

叶内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

积、 总叶干重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ꎬ 支撑结构生物

本研究发现ꎬ 在单叶植物中ꎬ 叶内支撑结构质
量比为 ００１ ~ ０３０ ｇ / ｇꎬ 平均值 ０１５ ｇ / ｇꎻ 在复叶
Ｔａｂｌｅ ２

量投资比例随着叶面积和叶生物量的增加而递增
( 图 １: ａꎬ ｂ) ꎮ

表 ２ 单叶、复叶物种的叶功能特征
Ｌｅａ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ｌｅａ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光合结构干重
( ｇ)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支撑结构干重
( ｇ)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光合结构
质量比
( ％)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支撑结构
质量比
( ％)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叶型
Ｌｅａｆ
ｆｏｒｍ

样本量
Ｎｏ.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叶面积
( ｃｍ ２ )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总叶干重
( ｇ)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单叶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ｅａｆ

２５２

１５４.３７ ± ５.０４ａ

０.５０ ± ０.０３ａ

０.４２ ± ０.０２ａ

０.０７ ± ０.００ａ

０.８５ ± ０.００ｂ

０.１５ ± ０.００ａ

复叶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

２１６

１７０.５４ ± １０.０１ａ

０.３４ ± ０.０３ｂ

０.２８ ± ０.０２ｂ

０.０６ ± ０.０１ｂ

０.８６ ± ０.００ａ

０.１４ ± ０.００ｂ

注: 数据均为平均值 ± 标准误ꎬ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单叶和复叶植物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ｓ: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 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Ｐ <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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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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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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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y = 0.06229x + 0.1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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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单叶、 复叶植物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面积( ａ) 和总叶干重( ｂ) 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 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ｂ)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ｌｅａｆ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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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ꎬ 同一叶类型植物不同物种的叶
内支撑结构质量比和叶面积、 总叶干重之间的关系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ꎮ 单叶物种黄葛树 ( Ｆｉｃｕｓ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ｂａ ＤＣ.) 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面积、
总叶干重的增加无明显变化ꎬ 与单叶植物总体趋势
一致( 图 ２: ａꎬ ｂ) ꎮ 复叶物种龙爪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

ｖｉｒｅｎｓ Ａｉｔ. ｖａｒ. ｓｕ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Ｍｉｑ.) Ｃｏｒｎｅｒ) 、 日

ｐｏｎｉｃａ Ｌ. ｖａｒ.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Ｈｏｒｔ.) 、 迎 春 花 ( Ｊａｓｍｉ￣

ｖａｒ. ａｗａｂｕｋｉ ( Ｋ. Ｋｏｃｈ) Ｚａｂｅｌ ｅｘ Ｒｕｍｐｌ.) 、 桂花

积、 总叶干重的增加而递减ꎻ 法国蔷薇( Ｒｏｓａ ｇａｌ￣

构质量比随叶面积和总叶干重的增加而减少ꎻ 腊梅

增加无明显变化ꎬ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本 珊 瑚 树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Ｋｅｒ￣Ｇａｗｌ.

(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 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 的 支 撑 结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 Ｌ.) Ｌｉｎｋ) 的支撑结构质
量比随 叶 面 积、 总 叶 干 重 的 增 加 而 增 加ꎻ 白 兰

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ｉｎｄｌ.) 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面
ｌｉｃａ Ｌ.) 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面积、 总叶干重的
ＤＣ.) 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面积、 总叶干重的增加
而增加ꎬ 与复叶植物总体趋势一致(图 ２: ｃꎬ 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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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单叶植物 ( ａꎬ ｂ) 以及复叶植物 ( ｃꎬ ｄ) 不同物种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面积和总叶干重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ａｆ ｐｌａｎｔｓ ( ａꎬ ｂ)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ｌｅａｆ ｐｌａｎｔｓ ( ｃꎬ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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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内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的异速生长关系
本研究发现ꎬ 单叶树种和复叶树种的光合结构

８１

差异( Ｐ > ００５) ꎬ 表明单叶的光合结构干重与支撑
结构 干 重 呈 等 速 生 长 关 系ꎮ 复 叶 树 种 的 斜 率 为

干重与支撑结构干重均呈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１) ꎬ

０６７(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 ０６４ ~ ０７１) ꎬ 显著小

明光合结构干重与支撑结构干重的关系在单叶和复

结构呈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ꎬ 且支撑结构的生长速

单叶树种和复叶树种没有共同斜率( Ｐ < ０ ０１) ꎬ 说
叶之间差异显著( 表 ３) ꎮ 单叶树种的斜率为 ０ ９６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 ０９２ ~ １ ００) ꎬ 与 １ 无显著

于 １( Ｐ < ００１) ꎬ 表明复叶树种的光合结构与支撑
率比光合结构的生长速率快( 图 ３: ａ) ꎮ

单叶树种和复叶树种的叶面积与支撑结构干重

表 ３ 不同叶类型植物叶内光合结构和支撑结构标准化主轴估计回归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ｓ

指标
( ｙ 轴 － ｘ 轴)
Ｉｎｄｅｘ
( ｙ￣ａｘｉｓ￣ｘ￣ａｘｉｓ)
光合结构干重－支撑结构干重

叶面积－支撑结构干重

叶型
Ｌｅａｆ ｆｏｒｍ

样本量
Ｎｏ.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决定系数
Ｒ ｓｑｕａｒｅ

斜率
(９５％ 置信区间)
Ｓｌｏｐｅ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单叶

２５２

０.８４

复叶

２１６

０.８７

０.９６ａ (０.９ꎬ１.０)

０.６７ｂ (０.６４ꎬ０.７１)

单叶

２５２

０.５１

复叶

２１６

０.９５

０.８２ａ (０.７７ꎬ０.８８)

０.６７ｂ (０.６５ꎬ ０.６９)

'(#$%& (Log scale)
Dry weight of
photosynthetic structure

2.00
)* Single leaf
+* Compound leaf

1.00
0.50
0.20
0.10
0.05

a

0.02
5e- 04 1e-03 2e-03

*,- (Log scale)
Leaf area

500

5e-03 1e-02 2e-02
5e- 02 1e-01 2e- 01
!"#$%& (Log scale)
Dry weight of support structure

5e-01

)* Single leaf
+* Compound leaf

200
100
50

20

b
5e-04 1e-03

2e-03

5e-03 1e-02

2e-02

5e-02 1e-01

2e-01

5e-01

!"#$%& (Log scale)
Dry weight of support structure

Ｆｉｇ ３

图 ３ 单叶、 复叶植物的光合结构干重( ａ) 、 叶面积( ｂ) 与支撑结构干重之间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ａ)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 ｂ) ａｎｄ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ｌｅａｆ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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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显著正相关( Ｐ < ００１) ꎬ 单叶树种和复叶树种

收益ꎮ

干重的关系在单叶和复叶之间有显著差异( 表 ３) ꎮ

上有多片小叶ꎬ 为了支撑小叶扩张生长空间ꎬ 并为

０８８)ꎬ 显著小于 １( Ｐ < ０ ０１) ꎬ 复叶树种的斜率

导ꎬ 同时伸展叶轴以减少个体内部对光能捕获的相

没有共同斜率( Ｐ < ００１) ꎬ 说明叶面积与支撑结构
单叶树种的斜率为 ０８２(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 ０７７ ~

为 ０ ６７(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 ０ ６５ ~ ０ ６９) ꎬ 显著

小于 １( Ｐ < ００１) ꎬ 说明单叶和复叶树种的叶面积
与支撑结构干重均呈现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ꎬ 支撑

结构的增长速度大于叶面积的增长速度ꎬ 且这种异
速生长关系在复叶树种中更为明显( 图 ３: ｂ) ꎮ

３

讨论

复叶树种的叶通常具有明显的叶轴ꎬ 每个叶轴
小叶提供重力支撑和机械抵抗力及水分、 养分输
互遮挡 [７] ꎬ 复叶树种不得不在增大叶的同时增加

支撑成本ꎬ 反映了复叶植物为适应其功能体现在生

物量分配上的一种权衡对策 [２９] ꎮ 但在整株水平上ꎬ

因为增加了更多的小叶ꎬ 叶片数量和面积的增加使
植物能获取更多的光合收益ꎬ 因此对复叶树种来说
这仍然是一种有利的权衡ꎮ 本研究发现ꎬ 不管采用
叶片干重还是叶面积来表征光合结构ꎬ 复叶的支撑

植物在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的生物量投资上存

结构与光合结构都呈现异速生长关系ꎬ 且支撑结构

在权衡关系ꎬ 二者的资源调控使得各构件之间保持

的增长速率大于光合结构的增长速率ꎮ 有研究者采

最优的生物量分配ꎬ 使植物更有效的利用光能制造
有机物质 [２７] ꎮ 本研究发现ꎬ 叶内光合结构和支撑

用“ 管道模型( ｐｉｐｅ ｍｏｄｅｌ) ” 理论 [３０ꎬ ３１] 解释这种现
象ꎬ 该理论认为: 为满足叶片对水分的需求ꎬ 输导

结构的生物量投资比例在单叶、 复叶植物中有显著

组织的横截面积应与其上的叶面积成等比例ꎮ 但是

差异ꎬ 单叶树种的平均光合结构质量比显著低于复

叶柄除了为叶片输送水分之外ꎬ 还需要为叶片提供

叶ꎬ 平均支撑结构质量比显著高于复叶ꎮ 该结果与

机械支撑ꎬ 承受自身及叶片所引起的重力ꎬ 具有支

以往研究得出的总体上复叶植物叶内支撑投资所占

撑整个 叶 的 静 态 重 力 和 抵 抗 外 界 动 态 拉 力 的 作

比例明显大于单叶植物的结论不一致

[８]

ꎬ 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单叶树种均具有粗大中脉ꎬ 中脉
的直径和长度明显大于复叶树种的小叶叶脉ꎬ 因此

单叶树种叶内支撑结构占比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

用 [１] ꎬ 此 外 风 等 外 力 的 作 用 也 会 增 加 叶 柄 的 负

荷 [６] ꎮ 因此这些生物力学的原因导致了叶内异速

生长关系的存在 [９] ꎮ 复叶树种叶内光合结构和支

撑结构不成比例的增长方式ꎬ 进一步说明复叶树种

偏大ꎮ 这也说明在计算叶内支撑结构的生物量分配

在叶增大的同时倾向于分配更多的生物量给支撑

时ꎬ 是否把叶脉纳入支撑结构可能会引起结果的

结构ꎮ

差异ꎮ

另外ꎬ 本研究还发现同一叶类型不同物种的叶

本研究发现ꎬ 复叶树种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叶

内支撑结构质量比和叶面积、 叶生物量之间的关系

大小( 采用叶面积或总叶干重表征) 的增加而递增ꎬ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ꎮ 单叶物种黄葛树、 日本珊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９ꎬ １２]

ꎻ 然而单叶树种的支撑

瑚树、 桂花及复叶物种龙爪槐、 迎春花属于支撑输

结构质量比并没有随叶大小的增加而改变ꎮ 以往的

导投资减少型ꎻ 而腊梅和枫杨属于支撑输导投资增

研究表明ꎬ 在叶水平上ꎬ 叶内支撑投资随着叶大小

加型ꎻ 白兰和蔷薇属于支撑输导投资稳定型ꎬ 这可

的增加而呈加速递增的趋势

[８]

ꎬ 但叶增大所需要

的支撑成本有可能会抵消甚至高于因叶增大所增加
的光合收益

[１ꎬ ２８]

ꎮ 因此对单叶树种而言ꎬ 在叶片

数量少于复叶树种小叶数量的情况下ꎬ 单叶树种更
倾向于保持稳定的支撑结构质量比ꎬ 从而保证一定
的光合碳收益ꎮ 当用叶片干重表征光合结构时ꎬ 分

能与不同物种特性 [３２ꎬ ３３] 、 生长环境 [６ꎬ ３４] 、 采样时

间等因素有关ꎮ 以往关于单叶、 复叶植物叶内生物
量分配的研究旨在比较不同叶类型植物的总体差

异 [８ꎬ ９] ꎬ 对于物种水平上叶内生物量分配的相关报
道较少 [１２] ꎮ 今后关于叶内生物量分配的研究可以

考虑采用大样本系统研究不同叶类型植物及不同物

析单叶树种的支撑结构干重与光合结构干重的标准

种叶内光合结构与支撑结构的生物量投资比例ꎬ 以

化主轴估计回归关系时发现ꎬ 支撑结构与光合结构

及该比例在种内和跨物种之间的异同ꎬ 为解释种间

呈等速生长关系ꎬ 进一步说明单叶树种通过保持叶

关系提供更多的基础数据 [３] ꎮ

内生 物 量 分 配 比 例 的 稳 定ꎬ 以 保 证 叶 片 的 光 合
综上所述ꎬ 当把中脉纳入支撑结构时ꎬ 单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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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叶内支撑结构生物量投资比例大于复叶树种ꎮ 单
叶树种的支撑结构质量比与叶大小无明显相关性ꎬ
其支撑结构与光合结构呈等速生长关系ꎻ 复叶树种
的支撑结构质量比随着叶大小的增加而增加ꎬ 其支

[１０]
[１１]

水平上ꎬ 同一叶类型不同物种叶内支撑结构质量比

[１２]

与叶大小的关系没有一致的变化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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