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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覆盖地表对北京典型绿化树光合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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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表硬化影响城市绿化树生长及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研究人工覆盖地表下城市绿
化树关键生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田间模拟试验方法，布设对照( 自然地表)、透水硬化和
不透水硬化 3 种覆盖地表，栽植北京 2 种典型绿化树白蜡和元宝枫，栽植后第 4 年野外测定
其叶片光合及相关生理生态参数，分析人工覆盖地表对北京典型绿化树光合特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 白蜡和元宝枫光合作用对不同人工覆盖地表的响应存在差异，对于白蜡而言，透水硬
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使其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对于元宝枫而言，仅不透水硬化地表导致
其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透水硬化地表并未对其造成显著影响．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
的空气相对湿度和土壤体积含水率低于对照，植物可利用水分减少，叶片气孔导度下降是白
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使白蜡 PSⅡ有效光化学
量子产量( Fv ' /Fm ') 下降，不透水硬化地表使元宝枫 PSⅡ实际光化学量子效率( ΦPSⅡ ) 和表观
电子传递速率( ETＲ)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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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and pavement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greening trees in 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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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pavement has impacted urban tree growth and its ecosystem service，and it is nec-
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key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of urban trees grown under land pavemen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and pavement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greening trees in
Beijing，a field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with three treatments: the control ( the non-paved) ，pervi-
ous pavement and impervious pavement，and the lea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and related physiologi-
cal-ecological parameters of two common greening trees ( Fraxinus chinensis and Acer truncatum) in
Beijing were measured in the 4th year after planting．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otosynthesis of F．
chinensis and A． truncatum showed different responses to different types of pavement，the net photo-
synthetic rat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or F． chinensis under both pervious and impervious pave-
ments and for A． truncatum only under impervious pavement． The air relative humidity and soil volu-
metric water content under pervious and impervious pavements were lower than that under the con-
trol，which reduced water amount available for trees． The lower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of F．
chinensis and A． truncatum under impervious pavement we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decrease in leaf
stomatal conductance． The PSⅡ effective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 ( Fv ' /Fm') of F． chinens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under pervious and impervious pavements，while the PSⅡ actual photo-
chemical quantum efficiency ( ΦPSⅡ ) and apparent electron transport rate ( ETＲ) of A． truncat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 impervious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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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ce; urba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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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化植物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固存 CO2、缓解热岛

效应、减少噪音、降低地表径流、改善景观环境，具有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1－3］．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城市地表硬化加剧，大量地面砖、混凝土和沥青

等人工覆盖地表取代了原有的自然植被，导致城市

植被面积缩小［4］，同时改变了城市小气候以及水分

循环、热平衡和养分循环等，影响城市植物的生长及

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5］．因此，城市地表硬化对城

市植物生长和植被绿化是一个严重挑战，已经引起

了城市植物学和城市绿化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关于地表硬化对城市

植物生理生态影响的研究［6－8］．一般认为，地表硬化

可对植物造成热胁迫、干旱胁迫和养分胁迫［9－11］，影

响植物叶片的气体交换过程，表现为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和气孔导度降低，进而抑制植物的初级生产，不

利于植物生长［12－13］．地表硬化对植物的影响因硬化

性质( 硬化覆盖材料或是否透水等) 而存在差异［14］，

不同城市树种对地表硬化的响应亦不同［15］．迄今，

城市建设中广泛使用的透水材料对植物生长及生理

生态因子的影响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且存在一些

较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16－17］．同时就研究方法而

言，国内相关试验多选择在城市不同类型覆盖地表

原位进行，对试验条件一致性的控制有限，存在周围

环境和土壤本底差异以及人为因素干扰较大等问

题．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田间模拟试验方法，布设不

同类型覆盖地表，栽植北京 2 种常见绿化树白蜡

( Fraxinus chinensis) 和元宝枫( Acer truncatum) ，野外

测定其叶片光合及相关生理生态参数，旨在探讨透

水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对不同城市绿化树光合作用的

影响及其主要影响因子，对改善城市植物生长环境

和提高其生态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城市绿

化与生态用地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北京市昌平区种子管理站试验基地

( 40°12' N，116°08' E)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属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四季分明，夏季多雨，春秋

干旱，冬季寒冷干燥．年均气温 12．1 ℃，年日照时数

为 2684 h，无霜期约 200 d．年均降水量为 550．3 mm，

降水集中于 6—8 月．土壤类型为潮土，质地为砂壤，

土壤 有 机 质 质 量 分 数 为 16． 4 g· kg－1，全 氮 0． 9
g·kg－1，速 效 磷 38． 1 mg · kg－1，速 效 钾 102． 1

mg·kg－1，土壤 pH 值为 8．3．
于 2012 年 4 月在试验地布设 3 种覆盖地表: 对

照、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其中，以自然地表

作为对照，采用透水砖( 渗透力＞0．4 mm·s－1 ) 和不

透水砖( 渗透率≈0) 铺设地面分别代表透水硬化和

不透水硬化地表．供试砖规格为 20 cm×10 cm×6 cm
( 长×宽×高) ．每种覆盖地表布设大小相同的 3 个地

块作为 3 个重复，每地块面积均为 22．8 m×17 m．栽
植长势较一致的 1 年生白蜡和元宝枫苗木，苗木购

自北京市怀柔区倚众绿篱苗圃．每地块每种树栽植

18 棵，分 4 行种植，行距和株距均为 2 m，铺设地面

时预留 20 cm×20 cm 的方形树坑．2015 年 8 月测得

白蜡平 均 株 高 和 基 径 分 别 为 ( 4． 48 ± 0． 64 ) m 和

( 88．30±14．80) mm，元宝枫平均株高和基径分别为

( 3．63±0．64) m 和( 62．66±14．45) mm; 9 月采用植物

冠层仪( LAI-2000，Li-Cor，美国) 测得白蜡和元宝枫

冠层叶面积指数( LAI) 分别为 3．29±0．79 和 3．37±
1．29．
1. 2 测定方法

于 2015 年 8 月、9 月和 10 月采用便携式光合

测定仪( Li-6400，Li-Cor，美国) ，在自然条件下测定

白蜡和元宝枫叶片的生理生态参数．每月选择晴朗、
无风的 2 d 测定的平均值代表该月树木叶片生理生

态状况．每天具体测定时间为 9: 00—12: 00，每地块

每种树测定长势较一致的健康植株 2 株，每株选取

高度约 3 m 的不同方位 3 片成熟健康向阳叶片进行

测定．为反映自然状况下白蜡和元宝枫光合蒸腾特

征与生态因子的关系，测定过程未对温湿度和 CO2

进行控制，气体流速为 500 mmol·s－1，设置光强与

测定时段外界自然光强基本保持一致．
仪器自动计算和记录的参数包括: 1) 叶片气体

交 换 相 关 参 数，包 括 净 光 合 速 率 ( Pn，

μmol CO2·m－2·s－1 ) 、蒸 腾 速 率 ( Tr，mmol H2O·
m－2·s－1 ) 、气孔导度( gs，mol H2O·m－2·s－1 ) 、胞间

CO2 浓度( C i，μmol·mol－1 ) 、叶面饱和水汽压亏缺

( VPDl，kPa) ; 2) 光适应下的叶绿素荧光指标，包括

光下最小荧光( Fo ') 、光下最大荧光( Fm ') 、稳态荧

光( Fs ) 、光下开放的 PSⅡ反应中心的原初光能捕获

效率［即 PSⅡ有效光化学量子产量 Fv ' /Fm ' = ( Fm '－
Fo ') /Fm '］、作用光存在时 PSⅡ反应中心部分关闭

情况下的原初光能捕获效率［即 PSⅡ反应中心实际

光化学量子效率 ΦPSⅡ = ( Fm '－Fs ) /Fm '］、表观电子

传递速率［ETＲ=ΦPSⅡ×PPFD×0．5×0．84，PPFD 为光

子通量密度( μmol·m－2·s－1 ) ，系数 0．5 表示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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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SⅡ和 PSⅠ两个光系统中分配的比例，系数

0．84 表 示 在 入 射 的 光 量 子 中 被 吸 收 的 占 比 为

84%［18］］; 3 ) 叶 片 周 围 环 境 参 数，包 括 空 气 温 度

( Ta，℃ ) 、空气相对湿度 ( ＲH，%) 、空气 CO2 浓度

( Ca，μmol·mol－1 ) ．气孔限制值( Ls，%) 的计算公式

为 Ls = ( 1－C i /Ca ) ×100%．
安装数据采集器( CＲ1000，Campbell，美国) 和

土壤含水量监测系统( EC H2O，Decagon，美国) ，分

别用于连续测定土壤温度( Ts，℃ ) 和土壤体积含水

率( VWCS，%) ．
1. 3 数据处理

数据整理、分析和制图分别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SPSS 17．0 和 Origin 8．0 软件进行．数据在分析

前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 和

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检验) ，否则先将数据进行

对数转换后符合正态分布再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one-way ANOVA) 检验两组变量之间的差异

性，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 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数据标准化

处理后再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决策系数是通径分析中的决策指标，可把各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作用进行排序，确定主要决策

变量和限制变量［19］．决策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2
( i) = 2Piriy－P

2
i

式中: Ｒ2
( i) 为自变量 i 的决策系数; Pi为自变量 i 的直

接通径系数; riy为自变量 i 与因变量 y 的相关系数．
决策系数最大的为主要决策变量，而决策系数小且

为负值的为主要限制变量［20］．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人工覆盖地表对白蜡和元宝枫生态因子的

影响

由白蜡和元宝枫 3 种覆盖地表 8—10 月的主要

生态因子均值可以看出( 表 1) : 人工覆盖地表主要

影响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 ＲH ) 和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率

( VWCS) ，对于白蜡而言，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

表的 ＲH 均显著低于对照( P ＜0．05) ，VWCS 表现为

对照＞透水硬化＞不透水硬化( P＜0．05) ; 对于元宝枫

而言，不透水硬化地表的 ＲH 最小且显著低于对照

( P＜0．05) ，不透水硬化地表的 VWCS 显著低于对照

和透水硬化地表( P＜0．05) ．2 种植物下，空气温度

( Ta ) 和土壤温度( Ts ) 各覆盖地表间差异均不显著，

可能由于植物较高的冠层叶面积指数( LAI) 产生了

较好的遮荫和蒸腾降温作用．
2. 2 人工覆盖地表对白蜡和元宝枫气体交换特征

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白蜡净光合速率( Pn ) 除 8 月

3 种覆盖地表间差异不显著外，9 月和 10 月透水硬

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显著低于对照( P＜0．05) ，前

两者相对于后者分别最高降低 35．5%和 41．3%; 元

宝枫 Pn 除 10 月 3 种覆盖地表间差异不显著外，8
月和 9 月不透水硬化地表显著低于对照和透水硬化

地表( P＜0．05) ，前者相对于后两者分别最高降低

31．0%和 34．8%．白蜡蒸腾速率( Tr ) 8 月 3 种覆盖地

表间差异不显著，9 月不透水硬化地表显著低于对

照( P＜0．05) ，10 月表现为对照＞透水硬化＞不透水

硬化( P＜0．05) ; 元宝枫 Tr 8 月透水硬化地表最高( P
＜0．05) ，9 月 不 透 水 硬 化 地 表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 P
＜0．05) ，10 月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显著低

于对照( P ＜0．05) ．白蜡和元宝枫不同覆盖地表间气

孔导度( gs ) 差异比较，表现出与 Pn 差异比较结果一

致的特征．白蜡胞间 CO2 浓度( C i ) 表现为 9 月 3 种

覆盖地表间差异不显著，8 月和 10 月不透水硬化地

表均显著低于对照( P＜0．05) ，元宝枫 C i 8 月对照显

著低于透水硬化地表( P＜0．05) ．叶面饱和水汽压亏

缺( VPDl ) 除白蜡 9 月对照最低和元宝枫 8 月不透

水硬化地表最高外( P＜0．05) ，不同覆盖地表间总体

差 异不明显．白蜡气孔限制值( Ls ) 8月、9月和10月均

表 1 不同类型覆盖地表生态因子的差异性
Table 1 Difference of ecological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pavement ( mean±SD)

树种
Tree species

地表类型
Pavement type

空气温度 Ta

( ℃ )
空气相对湿度 ＲH

( %)
土壤温度 Ts

( ℃ )
土壤体积含水率
VWCS ( %)

白蜡 对照 Control 29．88±3．87a 51．6±5．4a 19．97±2．83a 22．2±2．5a
Fraxinus chinensis 透水硬化 Pervious pavement 30．13±3．66a 49．4±4．3b 20．03±2．96a 16．5±3．2b

不透水硬化 Impervious pavement 30．05±3．89a 48．3±4．3b 19．83±3．28a 9．5±2．7c
元宝枫 对照 Control 27．60±5．36a 48．7±3．0a 18．98±3．11a 21．5±1．6a
Acer truncatum 透水硬化 Pervious pavement 27．66±5．97a 48．1±5．3ab 20．02±3．41a 21．0±0．8a

不透水硬化 Impervious pavement 27．46±6．20a 46．1±6．5b 19．60±3．93a 18．3±1．0b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树种不同地表类型的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pavement of the same tree species at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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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覆盖地表条件下白蜡( Ⅰ) 和元宝枫( Ⅱ) 叶片气体交换特征
Fig．1 Leaf gas ex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Fraxinus chinensis ( Ⅰ ) and Acer truncatum ( Ⅱ )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pavement
( mean±SD)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月份不同地表类型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pave-
ment in the same month at 0．05 level． 下同 The same below．

表现为不透水硬化地表最高( P＜0．05) ，元宝枫 Ls

除 8 月透水硬化地表显著低于对照外( P＜0．05) ，9
月和 10 月不同覆盖地表间差异均不显著．

2. 3 人工覆盖地表对白蜡和元宝枫叶绿素荧光特

性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白蜡光下开放的 PSⅡ有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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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覆盖地表条件下白蜡( Ⅰ) 和元宝枫( Ⅱ) 叶绿素荧光特性
Fig．2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of Fraxinus chinensis ( Ⅰ) and Acer truncatum ( Ⅱ)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pavement
( mean±SD) ．

化学量子产量( Fv ' /Fm ') 表现为 8 月透水硬化地表

显著低于不透水硬化地表( P＜0．05) ，9 月透水硬化

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显著低于对照( P＜0．05) ，10 月

表现为对照＞透水硬化＞不透水硬化( P＜0．05) ; 元宝

枫 Fv ' /Fm '各月不同覆盖地表间差异均不显著．白蜡

PSⅡ反应中心实际光化学量子效率( ΦPSⅡ ) 和表观

电子传递速率( ETＲ) 均表现为 8 月不透水硬化地表

最高( P＜0．05) ，9 月和 10 月不同覆盖地表间差异均

不显著; 元宝枫 ΦPSⅡ和 ETＲ 均表现为 8 月不透水

硬化地表最高( P＜0．05) ，10 月不透水硬化地表显著

高于对照( P＜0．05) ．
2. 4 白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与生理生态因子的

相关关系及主要影响因子

由白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 Pn ) 与生理生态

因子的 Pearson 相关分析可以看出( 表 2) : 对于白蜡

而言，Pn 与 Tr、gs 和 ΦPSⅡ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P
＜0．01) ，与 Ta、Ts 和 ETＲ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关 系 ( P
＜0．05) ; 对于元宝枫而言，Pn 与Tr 和gs 呈极显著正

表 2 白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与生理生态因子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Table 2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physiological-ecological factors of Fraxinus
chinensis and Acer truncatum ( n=18)

树种
Tree species

空气温度
Ta

空气
相对湿度

ＲH

土壤温度
Ts

土壤体积
含水率
VWCS

蒸腾速率
Tr

气孔导度
gs

胞间 CO2

浓度
Ci

叶面饱和
水汽压亏缺

VPDl

气孔
限制值

Ls

PSⅡ有效光
化学量子

产量
Fv' /Fm'

PSⅡ反应中心
实际光化学
量子效率
ΦPSⅡ

表观电子
传递速率

ETＲ

白蜡
Fraxinus chinensis

0．685* －0．389 0．710* 0．513 0．885＊＊ 0．984＊＊ －0．424 0．466 －0．050 0．344 0．839＊＊ 0．748*

元宝枫
Acer truncatum

0．740* 0．620 0．648 0．576 0．863＊＊ 0．962＊＊ 0．628 0．569 －0．713* 0．161 0．299 0．262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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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白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各影响因子的决策系数
Table 3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of Fraxinus chinensis and Acer trunca-
tum

树种
Tree species

空气温度
Ta

空气相对
湿度
ＲH

土壤温度
Ts

土壤体积
含水率
VWCS

蒸腾速率
Tr

气孔导度
gs

胞间 CO2

浓度
C i

叶面饱和
水汽压亏缺

VPDl

气孔
限制值

Ls

PSⅡ有效光
化学量子

产量
Fv' /Fm'

PSⅡ反应
中心实际光

化学量子
效率 ΦPSⅡ

表观电子
传递速率

ETＲ

白蜡
Fraxinus chinensis

0．032 0．085 0．021 －0．021 0．055 0．964 0．070 －0．187 －0．128 0．092 0．106 －0．213

元宝枫
Acer truncatum

0．061 0．264 0．047 0．075 0．422 0．439 0．083 －0．706 －0．474 －0．003 －0．056 0．051

相关( P＜0．01) ，与 Ta呈显著正相关( P＜0．05) ，与 Ls

呈显著负相关( P＜0．05) ．白蜡和元宝枫 Pn 各影响

因子的决策系数分析结果表明( 表 3) ，gs 和 ΦPSⅡ为

白蜡 Pn 的主要决策变量，ETＲ 为主要限制变量; gs

和 Tr为元宝枫 Pn 的主要决策变量，Ls 为主要限制

变量．

3 讨 论

已有研究表明，地表硬化导致城市树木光合作

用减弱、净光合速率降低［12，21］．本研究中，9 月和 10
月白蜡净光合速率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显

著低于对照，8 月和 9 月元宝枫净光合速率不透水

硬化地表显著低于对照和透水硬化地表( 图 1) ，亦

表明硬化地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绿化树的光合

作用．地表硬化通过改变光照、温度和水分等植物生

长的重要生态因子，进一步改变植物生理生化特征

而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地表硬化可引起热胁迫和干

旱胁迫间接导致植物光合作用下降，很多情况下热

胁迫和干旱胁迫之间存在共同作用．
热胁迫和干旱胁迫下植物净光合速率( Pn ) 下

降的主要原因包括: 1) 高温使植物蒸腾失水加剧，

为避免植物过量失水，叶片气孔导度( gs ) 降低，但同

时使 CO2 传导受限，Pn 下降［22］．虽然本研究 2 种植

物的 Pn 与空气温度( Ta ) 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是由于植物年限较长( 5 年) ，较高的冠层叶面积

指数( LAI) 产生了较好的遮荫和蒸腾降温作用，使

对照、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的 Ta和土壤温度

( Ts ) 间差异均不显著( 表 1) ，因此温度并非引起不

同覆盖地表上植物叶片 Pn 差异显著的直接原因．已
有研究总结了干旱胁迫下植物光合作用水平下降的

直接原因包括 3 种，即气孔因素( 气孔关闭引起 CO2

供应受阻) 为主［23］、非气孔因素( 叶肉细胞光合活性

下降) 为主［24］和两者的共同作用［25］．Farquhar 等［26］

提出气孔限制值分析方法，当光合速率下降的同时

胞间 CO2 浓度降低，气孔限制值升高时，光合速率

降低主要由气孔关闭引起; 而如果光合速率下降的

同时胞间 CO2 浓度上升，但气孔限制值下降，表明

光合速率降低主要由非气孔因素引起．本研究总体

来看 2 种植物下，2 种硬化地表的空气相对湿度

( ＲH) 和土壤体积含水率( VWCS) 均小于对照( 表

1) ，虽然 ＲH 和 VWCS 与 Pn 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表

2) ，无法判定植物是否面临干旱胁迫，但至少可表

明硬化地表上植物可利用的水分相对较少．在这种

情况下，对于白蜡而言，gs 对植物 Pn 的决策系数最

大，是其主要决策变量( 表 3) ，并且不透水硬化地表

上植物叶片 Pn 最低、胞间 CO2 浓度( C i ) 最小、气孔

限制值( Ls ) 最大( 图 1) ，同时叶面饱和水汽压亏缺

( VPDl ) 最大，叶片容易失水［27］，因此其最低的叶片

Pn 主要由气孔关闭引起，同时导致其蒸腾速率( Tr )

最低以避免产生较多的水分散失．对于元宝枫而言，

植物 Pn 亦主要受 gs 控制( 表 3) ，同时 8 月和 9 月不

透水硬化地表上的植物叶片 gs 显著小于其他 2 种

覆盖地表( 图 1) ，可认为不透水硬化地表上 8 月和 9
月植物最低的 Pn 亦主要受气孔因素的影响．2) 酶活

性与温度紧密相关，光合作用关键酶———Ｒubisco 亦

受温度的影响，使 Pn 对 Ta 敏感性较高［28］． Ｒubisco
的最适活化温度为 25～30 ℃，其活性的高低直接影

响光合速率的大小，温度过高亦不利其活性从而影

响光合作用［29］．本研究观测期间，白蜡和元宝枫不

同地表类型 Ta 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29．88 ～ 30．13 和

27．46～27．66 ℃ ( 表 1) ，均为 Ｒubisco 活化的适宜温

度区间，说明本研究中硬化地表可能并未通过温度

影响 Ｒubisco 活性使 Pn 下降．3) 光呼吸随温度的升

高而增强，当 Ta 高于某一特定值，虽然总光合速率

仍然较高，但由于光呼吸大幅度上升，使 Pn 急剧下

降［30］．本研究未测定白蜡和元宝枫的光呼吸作用，

无法确定硬化地表是否通过植物光呼吸而影响其光

合作用，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
与“表观性”的气体交换参数相比，叶绿素荧光

参数更具有反映“内在性”的特点［31］，分析叶绿素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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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参数的变化有助于探明光合机构的功能及其受环

境胁迫的影响［32］，可用于进一步分析植物光合作用

所受影响的内在光化学机制．Fv ' /Fm '为 PSⅡ有效光

化学量子产量，反映光下开放的 PSⅡ反应中心原初

光能捕获效率; ΦPSII 为 PSⅡ实际光化学量子效率，

反映 PSⅡ反应中心部分关闭情况下的原初光能捕

获效率; ETＲ 为表观电子传递速率，一定程度上反

映潜在的最大光合能力［33－34］．一般情况下，Fv ' /Fm '、
ΦPSⅡ和 ETＲ 降低，植物光合作用下降［35］． 本研究

中，对于白蜡而言，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使其

Fv ' /Fm '下降，但 Fv ' /Fm ' 与 Pn 相 关 性 不 显 著 ( 表

2) ; Pn 与 ΦPSⅡ和 ETＲ 呈显著正相关( 表 2) ，ΦPSⅡ和

ETＲ 对 Pn 具有促进作用，8 月不透水硬化地表白蜡

ΦPSⅡ和 ETＲ 最高( 图 2) ，可能是导致 8 月不透水硬

化地表白蜡 Pn 并未低于其他 2 种类型覆盖地表的

原因，但整体而言，3 种类型覆盖地表白蜡 ΦPSⅡ和

ETＲ 差异不显著，表明 ΦPSⅡ和 ETＲ 并非 3 种类型

覆盖地表白蜡 Pn 存在差异的原因．对于元宝枫而

言，不透水硬化地表上树木 ΦPSⅡ和 ETＲ 最高，可能

由于叶片气孔关闭导致蒸腾耗水作用下降，一定程

度地保持叶片中的水分，增加由水裂解出的电子数

量，有利于电子传递速率和光化学量子效率的提

高［36］，但 ΦPSⅡ和 ETＲ 对 Pn 的影响不显著( 表 2) ．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树种光合作用对不同类型

硬化地表的响应存在差别，具体而言在于透水或不

透水硬化地表是否使不同树种光合作用下降或下降

幅度的差异．本研究中，白蜡 9 月和 10 月 Pn 透水硬

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显著低于对照( 图 1) ，即 2
种硬化地表均导致其光合作用明显降低; 元宝枫 8
月和 9 月 Pn 不透水硬化地表显著低于对照和透水

硬化地表( 图 1) ，即仅不透水硬化地表导致其光合

作用明显降低，而透水硬化地表并未对其造成显著

影响．因此，在城市地表硬化的不可逆趋势背景下，

为减轻硬化地表对城市绿化树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城市建设者采用透水材料进行铺装对特定树种是有

利的．

4 结 论

硬化地表削弱城市绿化树的光合作用，不同树

种光合作用对不同类型硬化地表的响应存在差别．
对于白蜡而言，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均使其

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对于元宝枫而言，仅不透水硬

化地表导致其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透水硬化地表

并未对其造成显著影响．

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的空气相对湿度和

土壤体积含水率低于对照，使植物可利用水分减少，

叶片气孔导度下降是白蜡和元宝枫净光合速率降低

的主要原因．
透水硬化和不透水硬化地表使白蜡 PSⅡ有效

光化学量子产量下降，不透水硬化地表使元宝枫 PS
Ⅱ实际光化学量子效率和表观电子传递速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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