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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壤水分下杨树的蒸腾变化及抗旱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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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适宜土壤水分（７０％ｏｆ）、中度干旱（５５％∽和严重干旱（４０％ｏｆ）等３种土壤水分条
件下研究８４Ｋ杨树的蒸腾特性及抗旱适应性。结果表明：杨树的蒸腾速率与土壤含水量密切
相关，其总耗水量、总生物量的大小均为适宜土壤水分＞中度干旱＞严重干旱，总ＷＵＥ在中
度干旱下最高，严重干旱下最低；蒸腾速率的日变化是环境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大气因
子对杨树蒸腾速率的影响主要受土壤水分含量的控制。在干旱条件下杨树的抗旱性与ＳＯＤ
活性及Ｋ＋含量之间关系不明显，杨树不具备耐旱植物的显著特征；由此建议８４Ｋ杨树不宜在
黄土高原地区大面积栽植，应栽植在土壤水分条件较好的立地条件下。
关键词：杨树；土壤水分；蒸腾速率；抗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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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是我国“三北”地区的主要造林树种，由于

对于西北地区常用的造林树种杨树研究较少，为此，

杨树本身对水分需要量大，在我国北方，特别是在西

笔者选择了黄土高原已经大面积造林的８４Ｋ杨树

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只能依靠当年的降雨和灌溉

为试验材料，在控制土壤水分含量条件下，模拟该树

维持生长。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方，杨树生长受到

种生存的土壤水分条件，探讨在不同土壤水分条件

了严重的抑制，从而限制了杨树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下该树种的蒸腾特性及抗旱适应性，为将８４Ｋ杨营

效益的发挥，长期以来，关于杨树的研究有许多报

造在更适合自身生长环境，更好地发挥其特性优势，

道¨。Ｊ。但许多工作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地区，而

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１—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９０３０２００５）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基金（ＫＺＣＸＩ－０６）
作者简介：杨建伟（１９６５一），女，河南西峡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植物抗旱及水分生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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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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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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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试验材料与土壤水分胁迫处理

２．１

不同土壤水分下杨树月蒸腾速率日进程

试验采用黄土高原常见的造林树种８４Ｋ杨树

测定结果表明：５月（图１）和６月（图２）杨树蒸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由中国科学院安塞生态试验站提供１

腾速率均为单峰曲线，其蒸腾高峰分别在ｌＯ：００—

年生的实生苗。试验用土采用安塞生态站的黄绵

１４：００和８：００～ｌｌ：００之间，７月份（图３）和８月

土，田间持水量为２１．５％。设置３种土壤含水量水

（图４）的蒸腾日进程为双峰曲线，其峰值分别在

平：适宜水分、中度水分亏缺、严重水分亏缺，即分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和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左右，在严重干旱下

别是田间持水量的７０％、５５％、４０％（重量含水

蒸腾速率则不同，７月的蒸腾峰值在７：００和１７：００

率），各处理分别设置５—６盆重复，每盆栽植３—４

左右，８月的蒸腾峰值在９：００和１７：００左右；９月的

株苗，待成活后选择大小基本一致的苗木保留２株，

蒸腾（图５）在３种土壤水分下均为单峰曲线，其峰

各苗木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６日植人口径２０ ｃｍ高３０

ｃｍ

值在ｌＯ：００一１６：００之间。从５—９各月蒸腾速率测

的生长钵内。栽培盆放置于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

定结果可以看出，在３种土壤水分下，杨树的蒸腾速

究所的可移动模拟干旱防雨棚内，雨天用防雨棚遮

率目进程均表现为适宜土壤水分下最高，在严重干

雨，晴天露地生长。从移栽次日开始，每天定时用电

旱下最低，其差异性达极显著水平。

子秤称盆重用以控制土壤含水量，并加水补充其蒸

２．２环境因子对杨树蒸腾速率的影响

腾损失，为排除土壤蒸发用塑料薄膜覆盖盆面裸土。

以５～９月所测定的蒸腾速率日变化和同时测

每次用量杯记录加水量，整个实验持续至ｌＯ月中旬

定的光照强度、气温、空气相对湿度（５个测定日，每

结束。

个日进程７组数据，每个因子共３５组数据）的对应

１．２测定项目及方法

值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从表１可看出，在适宜土

万方数据
１．２．１
蒸腾速率日变化，光照强度、大气温度、和相

壤水分下，蒸腾速率与光照强度中数据的８０％呈显

对湿度因子的测定在生长季每月选择晴朗天气，

著相关以上水平。在中度干旱下蒸腾速率与光照强

从早上７：００～１９：００，每隔２ ｈ，选取各水分条件下

度数据中的６０％达显著相关以上，其中２０％为极显

生长正常的功能叶５～６片，利用Ｌｉｃｏｒ一１６００稳态气

著相关。在严重干旱下蒸腾速率与光照强度数据的

孔计测定。

４０％达显著相关以上，其中２０％为极显著相关，结

ＳＯＤ活性的测定每月选择晴朗无云的天

果显示蒸腾速率与光强的相关性随土壤含水量的下

气于８：００—１０：００采样低温保存，待实验结束时统

降而降低；在适宜土壤水分和中度干旱下，蒸腾速率

一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每处理重复测定３次Ｈ Ｊ。

与气温只有２０％的数据显著相关；在严重干旱下蒸

１．２．２

１．２．３

Ｋ＋含量的测定每月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

于８：００～１０：００取样烘干保存，待实验结束时统一

腾速率与气温相关性不显著，蒸腾速率与相对湿度
的相关性８０％的数据呈负相关，相关性不显著。

用火焰分光光度计法测定，每处理重复测定３次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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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土壤水分下５月１０日杨树蒸腾速率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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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土壤水分下７月３１日杨树蒸腾速率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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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土壤水分下８月２１日杨树蒸腾速率日进程

图４

ｏｆ ｐｏｐ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１５：００

时间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３１

Ｊｕｎｅ

ｓｏｉｌ

２５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干旱下只有２０％的数据达极显著相关。蒸腾速率

：＇２０

与光照强度和相对湿度的相关性：在适宜土壤水分

；∞

和中度干旱下６０％的数据达显著相关，在严重干旱

１５

下２０％的数据显著相关，２０％的数据极显著相关。

蕞

薅１０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看出，蒸腾速率的日进程是各环

瑙

境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各环境因子之间存在着

褰ｓ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天之中，随着光照强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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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ｏ‘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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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图５

１６：∞

度的上升，温度上升，相对湿度下降。同时表明，在

１８：∞

适宜水分和中度水分亏缺下，光照强度在各环境因

时间

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严重土壤干旱下则表现为蒸腾

３种土壤水分下９月１５日杨树蒸腾速率日进程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速率与空气相对湿度的相关性上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

将５—９月所测定的蒸腾速率日平均值与土壤

进一步对蒸腾速率与光照强度和气温、光照强

水分含量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５个蒸腾日进程，每

度和相对湿度的复合因子相关性分析表明，蒸腾速

个１３进程７组数据，共３５组数据）结果表明（表２），

率与光照强度和气温的相关性：在适宜土壤水分下

各月不同测定日的蒸腾速率与土壤水分含量的相关

８０％的数据达显著相关，其中４０％数据达极显著相

．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关，在中度干早下６０％数据达极显著相关，在严重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ｌ

３种土壤水分下杨树蒸腾速率与环境因子日变化的相关性（ｒ）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ｒ）

光照强度
／ｐ。ｍｏｌ·０．８４４‘０．７５６

０．６９４

０．６８４

０．０７９

０．２８５

０．７８９’０．８４８’０．０９５

０．９０５。０．９５７”０．７８６‘０．９７０。０．８２９‘０．９６６。

ｍ。２．ｓ‘Ｉ

大气温度／℃０．２２８

０．７７７

麓警０．８…ｏ．７８４

燃ｏ．ｓ－Ｐ。．，９

０．３３２－０．６７３旬．３０３－０．１２８

ｏ．６６５

ｏ．６０５嗍０２

０．６６１

０．７２８

０．３２０

０．８２７‘０．８２８‘０．６４１

０．６１１

０．６１７

０．５９８

复合因子
０．２２９

ｏ．７９０．ｏ．９１９－ｏ．２０４

ｏ．９０５Ⅶ９６０Ⅶ７２８ ｏ．９４４”ｏ．９３７＂蝴９。

ｏ．９０７‘ｏ．枷旬．ｚ∞ｍ．０６ｓ。．酌，ｏ．９０－。ｏ＿ｓ，。．８３·‘ｏ．９２，。ｏ．酌ｚ。．９ｓ。。ｏ．９５，。。．９６８。

＋：Ｐ（０．０５；·ｏ：ｐ＜０．０１

２．３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下杨树ＳＯＤ活性及Ｋ＋含
量的变化
测定结果表明（图６），从５月杨树叶完全展开

到ｌＯ月落叶之前ＳＯＤ活性在不同土壤水分下的变
化不同。在适宜水分下，ＳＯＤ活性的变化幅度比较
小，曲线平缓，其ＳＯＤ活性始终维持在１ ７２５（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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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表２土壤水分含量与日平均蒸腾速率

前期ＳＯＤ活性急剧上升，约４０ ｄ左右达最高值１

的相关性（ｒ）分析
７Ｆ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土壤水分

８１２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ｕ·ｇ～·ｈ＿（ＦＷ），然后急剧下降，其ＳＯＤ活

性高峰维持时间比中度干旱下短，表明长期干旱导

ｃｏｎｔｅｎｔ

致酶活性下降。从图７可看出，在适宜水分下．Ｋ＋

堕兰望叠堕鲨皇
５月ｌＯ ｌ＿ｌ ６月３日７月３１日８月２１日９月１５日

处理

１９卷

含量在生长中期有所上升，然后下降。杨树在中度

７０％８．８３

３．５９

２１．１４

１６．６８

１０．６０

干旱和严重干旱胁迫下，在胁迫前期（５０ ｄ左右）

５５％

７．４４

３．０７

１８．０４

１４．２３

８．６７

４０％

Ｋ＋含量急剧上升，胁迫中期（７０ ｄ左右）均下降，但

５．４７

２．３０

ｌＯ．７１

８．４５

５．７９

０．９９５‘＋０．９９３’‘０．９７４＋‘０．９７４’’０．９９４‘‘

ｒ

是中度干旱下降幅度比严重干旱的小，如果从胁迫
初期和胁迫末期Ｋ＋积累的绝对值上看，在中度干

＋：＿ｆ，＜０．０５；＋＋：ｐ＜０·Ｏｌ

值）～１ ０９６（最低值）ｕ·ｇ～·ｈ一（Ｆｗ）之间；在中

旱下，Ｋ＋含量比初期高，在适宜水分和严重干旱下，

度干旱下，ＳＯＤ活性变化比较大，随胁迫时间的增

Ｋ＋含量则比初期低。３种土壤水分下Ｋ＋含量的变

加ＳＯＤ活性逐渐上升，至胁迫中期（约６０ ｄ）ＳＯＤ活

化缺乏规律性，说明杨树的抗旱性可能与Ｋ＋含量

性达最高值２

关系不大。

０１８

ｕ·ｇ～·ｈ叫（Ｆｗ）；在严重干旱

下，其ＳＯＤ活性与中度干旱下有明显区别，在胁迫

ｊ

二。
蕞

妇
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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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胁迫天数，ｄ

图６不同土壤水分含量对杨树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ａｙｓ

ｏｎ

ｐｏｐｌａｒ ｌｅａｆ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图７不同土壤水分含量对杨树叶片Ｋ＋含■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Ｋ＋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３

结论

ｉｎ ｐｏｐｌａｒ ｌｅａｆ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ＯＤ是植物体内消除氧自由基的重要保护酶，
有研究证明，在干旱胁迫下ＳＯＤ活性上升∞’６ Ｊ。杨

在不同土壤水分下杨树日蒸腾速率动态变化有

树在适宜水分下ＳＯＤ活性变化幅度较小，在中度干

明显差异，在生长季的５、６、９月的３个月所测定Ｅｌ

旱和严重干旱土壤水分下ＳＯＤ活性均为先升后降，

蒸腾速率进程在适宜水分和中度水分亏缺下是单峰

证明土壤水分缺乏导致杨树ＳＯＤ活性下降。Ｋ＋是

曲线，而在温度和光强都较高的７、８月份，其蒸腾速

渗透调节物质中的一种重要的无机离子【７ Ｊ，杨树

率日变化在这２种土壤水分下均呈双峰曲线，在严

Ｋ＋含量仅在中度干旱下比胁迫初期高，在适宜水分

重干旱下的蒸腾高峰却在早晚两个时间段，表明土

严重干旱下则比初期低。试验结果表明杨树的抗旱

壤干旱使杨树叶片的日蒸腾特征发生变化。在３种

性与ＳＯＤ活性及Ｋ＋含量之间关系不明显。

土壤水分下，杨树的蒸腾速率日进程，均表现为适宜

鉴于上述结果，对于杨树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土壤水分下最高，在严重干旱下最低，其差异性达极

区造林时，要特别注意立地土壤水分是否能达到

显著水平。

８４Ｋ杨生长对水分的要求，对于这种耗水量大、抗旱

蒸腾速率的日变化是环境因子综合作用的结
果，在土壤含水量和大气因子两个环境因子与蒸腾

性差的速生树种，不适宜大面积栽植。只适合栽植
在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立地条件下。

速率相关性中，土壤水分占主导地位，而在大气因子
中，在含水量较高土壤中杨树蒸腾速率与光照相关
性较大，其次为温度，结果表明大气因子对杨树蒸腾
速率的影响主要受土壤水分含量的控制。

（下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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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刚等美国东部黑核桃区域栽植试验

较为明显的优势，侧枝长均在８０ ｃｍ以上，与１８、３、

美国东部黑核桃虽能耐低温，但怕早晚霜危害，

４号相比有显著差异，尤其是与１８号（２７．８ ｃｍ），表

尤其是幼树，霜害易引起抽梢Ｍ Ｊ。在本试区定植当

现出极大的生长差异，但与其它无性系差别不是很

年秋季，各无性系均不同程度遭受早晚霜危害，因此

显著，因此，１８、３、４号从长势上来看，短期内表现不

引进当年栽培的幼树，应提前做好霜冻预防工作。

佳，说明其对本区域环境的适应能力欠佳，发展潜力
不是很大。
袭５不同品种侧校长多ｔ比较表（ｑ法）
Ｔａｂｌｅ ５

从成活率、保存率、干径、侧枝生长情况分析，就
目前的表现，以品种１９号的表现明显优于其它各无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ｉｄ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性系，具有引进栽培的前景；无性系４、１８、８号综合
ｅｍ

性能欠佳，应予留观进一步进行淘汰选择；无性系
１７号抗寒性较差，引进需做好冬季防寒工作；无性
系１３号成活率低，引进应慎重，须做好各项栽植抚
育管理措施；其它各品种表现差异不大，生长良好。
以上仅为短期内初步观察所得结论，真正要筛选最
具推广意义的品种，还需进一步深入的物候等实验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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