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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现代光合测定仪器的
推广， 越来越多的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以及农
学、林学、园艺学和遗传学的研究均涉及叶片光
合作用的测定（许大全 ２００６）。对测定的光响应数
据进行处理是人们深入研究植物光合特性， 判断环
境对植物影响的基础。现在有不少初学者主要采
用新老版本“光合助手”（新版本的光合助手在美国
Ｌｉ－ｃｏｒ 公司网页中可下载， 英文名称为 “Pｈｏｔｏｓｙｎ－
ｔ ｈ ｅ ｓ ｉ ｓ ”; 老版本光合助手英文名称为 “Pｈ ｏ ｔ ｏ ｓ ｙ 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处理测量的光响应数据。光合助手具有
使用简单、便捷和易懂的特点。老版本光合助手
只需要点击界面中的 “Iｎｉｔｉ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就可以得到
拟合结果; 新版本的光合助手只需点击界面中
“Rｅｓｕｌｔｓ” 中的 “Ｒｅｆ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 就可以得到拟合结
果。人们不需知道这些光合助手是如何处理数据
的， 可节省初学者大量的时间， 并可以避免一开始
就接触一些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和数据处理软件， 有
利于建立从事科研的信心， 故深受广大初学者的喜
爱。
但光合助手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
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 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光响
应数据得到的饱和光强并不可靠（陈根云等 ２００６），
无论植物的光合速率在饱和光强之后是否下降， 老
版本光合助手得到的饱和光强远小于实测值（Ｅｖａｎｓ
等 １９９３； Ｌｅａｋｅｙ等２００６； 陈根云等２００６； 步秀芹等
２００７； 王振华等 ２００７； 蔡艳飞等 ２００８； 尚海琳等
２００８）； 新版本光合助手拟合植物的光合速率在饱和
光强之后不下降时的光响应数据得到的饱和光强和

最大净光合速率均要大于实测值（王振华等 ２００７；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７； 蔡艳飞等 ２００８； 尚海琳等
２００８； 叶子飘和于强 ２００８；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ｉ 等 ２００９；
Ｐｏｓａｄａ 等 ２００９）； 新老版本光合助手把光响应曲线
的初始斜率（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ｌｏｐｅ）当作植物的表观量子效率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ＱＥ）； 新老版本光合
助手拟合光响应数据得到的饱和光强与实测结果相
差很大， 人们测量植物的 ＣＯ２ 响应时不得不依照经
验值进行设定。
因此， 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
讨， 以引起初学者的注意并加以改进。
第一， 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可以较好地拟合植物
在没有光胁迫条件下的光响应曲线， 这也是不少研
究者使用光合助手的主要原因。图 １ 是用老版本
光合助手和光响应修正模型（Ｙｅ ２００７）分别拟合叶
室温度为 ２５ ℃、ＣＯ２ 浓度为 ３６０ µmｏｌ· ｍｏｌ－１ 和叶
室温度为 ３０ ℃、ＣＯ２ 浓度为 ５６０ µmｏｌ· ｍｏｌ－１ 条件
下冬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的光响应曲线。冬
小麦的品种为 ‘ 科禹 １３’, 光响应数据是用 ＬＩ－６４００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测定得到的。测定在野外进行，
首先让叶片在自然光下诱导１ ｈ， 然后进行测量， 每
个光强处理 ３￣５ ｍｉｎ， 稳定后记录。由图 １ 可知，
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的光响应曲线与实测曲线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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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冬小麦的光响应曲线
〇 表示测量点； — 表示修正模型的拟合点； -- 表示老版本光合助手的拟合点。ａ： 叶室温度为 ２５ ℃， ＣＯ ２ 浓度为 ３６０ µｍｏｌ·mｏｌ－１ ； ｂ：
叶室温度为 ３０ ℃， ＣＯ ２ 浓度为 ５６０ µｍｏｌ·mｏｌ －１ 。

程度很高。在其它植物中也是如此（Ｅｖａｎｓ 等 １９９３；
Ｌｅａｋｅｙ等２００６； 陈根云等２００６； 步秀芹等２００７； 王
振华等２００７； 蔡艳飞等２００８； 尚海琳等２００８； 叶子
飘和于强 ２００８） 。
如果植物遭受光胁迫， 且净光合速率在饱和光
强之后随光强的增加而降低， 则新老版本光合助手
就不能很好地拟合此时植物的光响应曲线， 原因在
于它们都是以非直角双曲线（Ｔｈｏｒｎｌｅｙ １９７６）为基础

编写的数据处理软件， 而非直角双曲线是一条没有
极点的渐进线。图 ２ 是用老版本光合助手和光响
应修正模型（Ｙｅ ２００７）拟合叶室温度约为 ３０ ℃、
ＣＯ ２ 浓度分别约为 ４５０ 和 ３７０ µmｏｌ·ｍｏｌ－１ 条件下大
狼杷草（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Ｌ．）的光响应曲线。试验
材料为大狼杷草第 ２ 片叶， 光响应数据由 ＬＩ－６４００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测定。测定在野外进行， 首先在
自然光下诱导 １ ｈ， 然后进行测量， 每个光强处理

图２ 大狼杷草的光响应曲线
〇 表示测量点； — 表示修正模型的拟合点； －－ 表示老版本光合助手的拟合点。ａ： 叶室温度为 ３ ０ ℃， ＣＯ ２ 浓度设置约为 ４ ５ ０
µｍｏｌ·mｏｌ －１ ； ｂ： 叶室温度为 ３０ ℃、ＣＯ ２ 浓度设置约为 ３７０ µｍｏｌ·mｏｌ －１ 。

３￣５ ｍｉｎ， 稳定后记录。由图 ２ 可知， 当大狼杷草
遭受光胁迫时， 光合助手给出的拟合曲线与实测曲
线有较大的差异， 这种情况在其它植物中也存在（吴
统贵等 ２００８； 张中峰等 ２００９； 胡永志等 ２００９）。
第二， 由新老版本光合助手给出的表观量子效
率偏高（表１和表２）， 原因是这些软件的程序编写者

混淆了表观量子效率与非直角双曲线的初始斜率。
在新老版本光合助手的界面中都有“AQE”项, 很多
初学者就把此作为表观量子效率。从字面上看，
ＡＱＥ确实是表观量子效率的英文缩写， 但新老版本
光合助手给出 ＡＱＥ 的数值却等于非直角双曲线初
始斜率的值（表 １ 和表 ２）。而真正的表观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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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用直线方程拟合植物在弱光下（光合有效辐射

于实测结果。此外， Ｒｅｆ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 得到的曲率 θ >１

Ｉｃ ≤ ＰＡＲ ≤ ２００ µｍｏｌ·m ·s ， Ｉｃ 为光补偿点）光响应

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在非直角双曲线模型中， 曲率

数据所得到直线的斜率。许大全（２００２）曾专门论

的取值必须在 ０ ＜ θ ≤ １ 之间， 如果 θ ＞１， 则在非

述过如何得到表观量子效率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直角双曲线模型中根号里的数值会出现负数， 那是

所以， 把光合助手所给的“AQE”当作表观量子效率
是不正确的。

没有意义的。
虽然用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同一组光响应数

第三， 由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得到的光合参数如

据所得到的曲率 θ ≤ １， 但是饱和光强明显低于实

最大净光合速率和饱和光强与实测结果有较大偏

测值， 并且所给的最大净光合速率也大于实测值（见

差， 原因是光合助手所用的光响应曲线模型是非直

表 １）。这种情况在拟合其它植物的光响应数据时

角双曲线模型（Ｔｈｏｒｎｌｅｙ １９７６）， 无法由该曲线得到

也会出现（Ｅｖａｎｓ 等 １９９３； Ｌｅａｋｅｙ等２００６； 陈根云等

植物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和饱和光强的解析解。表
１给出了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和光响应修正模型拟合
３０ ℃、５６０ µmｏｌ （ＣＯ２）·ｍｏｌ－１ 下冬小麦的光响应数
据所得到的有关光合参数。从表 １ 可知， 由新版本
光合助手界面的“Results”中的“Refine curve”得到
的饱和光强远大于实际值, 且最大净光合速率也大

２００６； 步秀芹等 ２００７；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７； 蔡
艳飞等２００８； 尚海琳等２００８； 王振华等２００７； 吴统
贵等 ２ ０ ０ ８ ； 张中峰等 ２ ０ ０ ９ ； 胡永志等 ２ ０ ０ ９ ；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ｉ 等 ２００９； Ｐｏｓａｄａ 等 ２００９）。
如果植物遭受光胁迫， 那么由新老版本光合助
手得到的光合参数与实测值也有较大的差异。表

－２

－１

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和光响应修正模型获得 ３０ ℃和 ５６０ µｍｏｌ （ＣＯ２）．ｍｏｌ－１ 下观测的冬小麦的光合参数

表１

光合助手（新版本）
操作

光合助手（老版本）

修正模型

实测值

Ｒｅｆ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

—

—

—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

表观量子效率（ＡＱＥ）／µmol． µmol-1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７

—

０．０３３

最大净光合速率（Ａ ｍａｘ ）／µmol（ＣＯ２ ）． ｍ－２ ． ｓ －１
饱和光强（Ｉ ）／µmol． ｍ－２ ．ｓ－１

３６．４１

３７．４

３１．７０

≈３２

２ ７２４

１ ０４０

１ ９８４

≈２ ０００

初始斜率（α)/µmol． µmol-1

ｓａｔ

光补偿点（Ｉｃ）／µmol．ｍ－２． ｓ－１
暗呼吸速率（Ｒｄ ）／µmol（ＣＯ２） ． ｍ－２ ． ｓ －１
曲率（ θ）
决定系数（Ｒ ２ ）

２０

１９．２

２３．０１

≈２３

－０．８５

－０．７０

－０．９２

≈－１

２．１２

０．８３

—

—

—

０．９９９４ ＊

０．９９９４

—

＊ 老版本光合助手这一栏中的数值是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１１， ＵＳＡ）拟合同一组光响应数据得到的； 表观量子效率实测
值用直线拟合弱光下的光响应数据得到的。

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和光响应修正模型获得 ３０ ℃和 ４５０ µｍｏｌ （ＣＯ２）． ｍｏｌ－１ 下观测的大狼杷草的光合参数

表２

光合助手（新版本）
操作

光合助手（老版本）

修正模型

实测值
—

Ｒｅｆ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

—

—

初始斜率（α)/µmol． µmol-1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１

—

表观量子效率（ＡＱＥ）／µmol． µmol-1
最大净光合速率（Ａ ）／µmol（ＣＯ ）． ｍ－２ ． ｓ －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０

—

０．０４２

１７．６６

１７．８９

１７．１４

≈１７．２０ （饱和）

１ ０３３．９８

４４６．４３

１ ３１８

１ ３００

８．８０

１７．５８

１３．６２

≈１３

暗呼吸速率（Ｒｄ ）／µmol（ＣＯ２） ． ｍ－２ ． ｓ －１

－０．５５

－０．８６

－０．９３

≈－１

曲率（ θ）

２．２１

０．４５

—

—

—

０．９９２４ ＊

０．９９９５

—

ｍａｘ

２

饱和光强（Ｉｓａｔ）／µmol． ｍ－２ ．ｓ－１
光补偿点（Ｉ ）／µmol．ｍ－２． ｓ－１
ｃ

决定系数（Ｒ ２ ）

＊ 老版本光合助手这一栏中的数值是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１１， ＵＳＡ）拟合同一组光响应数据得到的； 表观量子效率实测
值用直线拟合弱光下的光响应数据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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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给出了用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和光响应修正模型拟

特性． 林业科学， ４３ （９）： １２３￣１２７

合 ３０ ℃、４５０ µmｏｌ （ＣＯ ２）·ｍｏｌ －１ 下大狼杷草的光

蔡艳飞， 张石宝， 胡虹， 李树云（２００８）． 在不同海拔地区种植的红

响应数据后所得到的有关光合参数。从表 ２ 可知，

陈根云， 俞冠路， 陈悦， 许大全（２００６）． 光合作用对光和二氧化碳

从新版本光合助手中的“Refine curve”得到的饱和

响应的观测方法探讨．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３２ （６）：

光强小于实际值, 光补偿点也小于实测值， 尽管得
到最大净光合速率与实测值比较接近。

侯智勇， 洪伟， 李键， 林晗， 范海兰， 陈灿， 吴承祯（２００９）． 不同桉树

虽然用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同一组光响应数

胡文海， 胡雪华， 曾建军， 段智辉， 叶子飘（２００９）． 干旱胁迫对２个

据所得到的曲率 θ ≤ １， 但它所给的饱和光强明显

辣椒品种光合特性的影响．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２ ７ （ ６ ） ：

低于测量值， 且得到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大于实测结

胡永志， 孙世荣， 蒋水元， 李虹， 林钻煌， 李锋（２００９）． 不同光照强

波罗花对水分的响应． 云南植物研究， ３０ （５）： ５７７￣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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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光响应曲线研究． 福建林学院学报， ２９ （２）： １１４￣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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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这种情况在其它植物的光响应数据拟合中也存

度对幼龄期两面针光合特性及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北方园艺，

在（ 吴统贵等 ２ ０ ０ ８ ； 张中峰等 ２ ０ ０ ９ ； 胡永志等
２ ０ ０ ９ ）。
对比新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的结果可以发现，
从同一组光响应数据却得到不同的光合参数， 其原
因是老版本光合助手的编写者考虑到 θ 的约束条
件， 即０＜θ≤１， 而新版本光合助手的编写者则没
有考虑 θ 的约束条件。
由于利用光合助手拟合植物光响应数据所得
到的光合参数与实测值有较大的差异， 尤其是饱和
光强与实测值有较大的差异（表１和表２）。显然， 用
新老版本光合助手得到的饱和光强作为 ＣＯ ２ 响应
的饱和光强是不可靠的。
总之， 用新老版本光合助手拟合的光合参数值
往往明显偏离实测值， 以至于现在有不少人怀疑植
物的光响应模型在植物光合特性研究中的作用。
这表明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并不具有普遍性， 不能很
好地拟合植物在不同生境下的光响应数据。为了
解决用光合助手拟合植物光响应数据时出现的问
题， 建议初学者在使用光合助手的同时， 还使用
ＳＰＳＳ （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１１， ＵＳＡ）或 ＤＰＳ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杭州睿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软件处理光响应数据。如果初学者们能严格地按
照光合仪的使用要求进行操作， 并在测量前对植物
进行充分的光诱导、注意控制测量条件（ 许大全
２００６）， 同时采用合适的植物光合 － 光响应模型（Ｙｅ
２００７； Ｙｅ和Ｙｕ ２００８）， 就可以得到符合实际的光合
参数（Ｙｅ ２００７； 叶子飘和于强 ２００８； 侯智勇等２００９；
胡文海等 ２００９）， 以便更好地了解植物在不同生境
下的光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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