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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蔗光合作用的 CO2 响应是甘蔗生理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 C4 植物的甘蔗具有较高的光合效率，
是最重要的糖料作物。为比较不同模型拟合甘蔗 CO2 响应曲线的效果，分析不同品种甘蔗光合 CO2 响应特性，
探究甘蔗光合 CO2 响应参数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 LI-6400XT 光合测定系统在云南开远进行了田间观测，用
直角双曲线模型（RH）、非直角双曲线模型（NRH）、叶子飘（Ye）模型拟合 6 个品种甘蔗光合 CO2 响应曲
线，并分析光合 CO2 响应参数。结果表明：RH 和 NRH 模型拟合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偏差较大，且无法
得到 CO2 饱和点（CSP）。NRH 模型拟合的初始羧化速率（η）与实测值最为接近，但得到的呼吸速率（Rp）
和 CO2 补偿点（CCP）均为负。综合来看叶子飘模型模拟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的效果最佳。Ye 模型得到
的光合 CO2 响应参数中，η 与 Rp/CCP 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Rp 与 η、CCP 呈显著正相关（P<0.05），
Rp、η 与 CSP 呈显著负相关（P<0.05）。有的品种在低 CO2 浓度时表现高光合特性，伴随高呼吸消耗，同时
在高浓度 CO2 时光合能力较弱，易达到 CO2 饱和点。Ye 模型得到的 6 个品种甘蔗的 Amax 平均值为
32.44.5mol·m−2·s−1 ， η 平 均 值 为 0.1280.060 ， CSP 平 均 值 为 115277mol·m−2·s−1 ， CCP 平 均 值 为
8.55.5mol·m−2·s−1。品种 ROC22 具有很低的 Rp、CCP 和最高的 Amax，光合特性最好；除 YZ99-91 外其它 5
个品种甘蔗的 CSP 都较大，能适应大气中 CO2 浓度的升高。
关键词：甘蔗；光合 CO2 响应；叶子飘模型；品种；光合 CO2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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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garcane (Saccharum officinarum L.)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for sugarcane growth. Sugarcane is the major sugar crop, exhibit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er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as a C4 plan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odels of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ugarcane varieties. Field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Kaiyuan, Yunnan Province, using a p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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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6400XT photosynthesis system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The non-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NRH), 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RH) and Ye model were used to fit
the sugarcan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curve of six varieties, and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curve fitted by NRH and RH
model do not determine CO2 saturation point (CSP), and overestimate the 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max).
The initial carboxylation rate (η) fitted by NRH model were almost the same as the measured values, but the
respiration rate (Rp) and CO2 compensation point (CCP) fitted by NRH model were both negative. In general, the
Ye model was the best in simulating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curves. In th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fitted by Ye model, η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Rp/CCP (P<0.001), Rp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η and CCP (P<0.05), η and Rp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CSP (P<0.05). The varieties with higher photosynthetic rate under low CO2 concentration tended to have
higher respiration rate, meanwhile, they have lower photosynthesis capacity under high CO2 concentration, which
are easier to reach CO2 saturation point. The average Amax value of six sugarcane varieties fitted by Ye model was
32.44.5mol·m−2·s−1, η was 0.1280.060, CSP was 115277mol·m−2·s−1 and CCP was 8.55.5045mol·m−2·s−1.
ROC22 had lower Rp, and CCP and the highest Amax, indicating the most realistic to represent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ll the five sugarcane varieties except YZ99-91 have large CSP, and could adapt to the increasing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atmosphere.
Key words: Sugarcane;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Ye model; Varieties;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光合作用是植物将光能转换为生命活动所使用

大气中 CO2 浓度逐渐上升，至 2011 年大气中的 CO2

的化学能并合成有机物的生物物理化学过程，环境

浓度为 391μmol·mol−1，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了 40%。

CO2 浓度是影响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光合

有研究提出，至本世纪末，大气 CO2 浓度预测将达

速率随 CO2 浓度变化的特征可由光合 CO2 响应曲线

到 600～800μmol·mol−1[19]。大气中 CO2 浓度升高必

描述。常见的光合 CO2 响应模型主要有 Michaelis-

然会对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影响。C3 与 C4 作物的

[1]

Menten 模型 、直角双曲线模型
模型

[4−5]

[2−3]

、非直角双曲线

[6]

、二次多项式模型 、叶子飘模型

机理模型

[3,7−8]

以及

[9−10]

。采用 Michaelis-Menten 模型、直角双

光合机理存在不同之处，相比于 C3 作物，C4 作物
具有更好的对低浓度 CO2 的利用能力，对于 CO2 浓
度的升高反应相对不敏感[20]。

曲线模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模拟光合 CO2 响应曲

模型拟合出的光合 CO2 响应参数之间存在一定

线时，无法给出 CO2 饱和点（CSP），所得最大光合

的关系。对大豆叶片 CCP 与光呼吸速率的关系研究发

[11−13]

速率（Amax）偏高

，无法拟合出 CO2 浓度达到

现，光呼吸速率与初始羧化速率的比值与 CO2 补偿点

饱和状态与过饱和状态下植物光合能力受到制约的

的值在同一方向上变化[21]。在叶子飘模型中，当 CO2

情况[14]。使用二项式模型拟合光合 CO2 响应曲线虽

饱和系数（γ）保持不变，CO2 抑制系数（）越高越

能得出 CO2 抑制现象和 CSP，但存在拟合出的 CO2

容易出现光抑制现象，CSP 随之降低；当保持不变，

补偿点（CCP）等参数误差较大甚至错误的情况。

γ 越高越容易达到光饱和点，CSP 随之降低[22]。不同

Yin 等[10,15]在 Farquhar 生化模型基础上修改了 C4 植

物种和不同环境条件下，植物光合 CO2 参数间的关系

物光合 CO2 响应的机理模型，并给出该机理模型不

并不固定。

、
能给出的光合 CO2 响应参数，如初始羧化效率（η）
Amax、CSP 和 CCP 等，但存在曲线拟合度较差等问
[7]

不同种类的植物光合特性不同。C4 植物的最
大净光合速率明显高于 C3 作物。同属 C4 作物的

题。叶子飘模型 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可直接求

玉米最大净光合速率又高于甘蔗 [23]。同一物种不同

算 Amax 和 CSP，拟合效果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

品种（或变种）的叶片光合 CO2 响应参数也有较大

使用叶子飘模型拟合光合 CO2 响应曲线

[16−17]

。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18]指出，自 1750 年以来，

差异 [24−25]。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甘蔗 Amax 变化范
围在 19～39μmol·m−2·s−1[26]。品种的光合 CO2 特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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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在进行作物生长模拟、作物

出 苗 、 分 蘖 率 高 ， 有 效 茎 多 ；（ 6 ） 闽 糖 69-421

育种和栽培管理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品种在光合

（MT69-421），为试验地所在省份（云南）主栽品种

特性上的差异。

之一。试验设 18 个小区（6 品种3 重复），小区规

甘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高光效 C4 植
物，具有光呼吸速率低、光合效率高、产能高等特
点[27−28]。甘蔗是最重要的糖料作物，同时还是轻工、
化工和能源工业的重要原料。作物的光合作用是作
物生长发育以及产量形成的基础

[29−30]

。目前未见对

格为 6m8m。甘蔗行距 1m，种植密度为 12000
株·hm−2。小区外种有 1～2 行甘蔗作为保护带。
1.2 光合 CO2 响应曲线的测定
观测于 2016 年 7 月在甘蔗品种对比小区试验田
进行。每天进行一个品种甘蔗的光合 CO2 响应测定，

于 C4 作物甘蔗的光合 CO2 响应的研究，其对于 CO2

每个品种在 3 个小区各取一片叶片测定，每个品种

浓度升高的反应尚不明确。叶子飘模型可以很好地

共测得 3 组数据。各品种甘蔗均处于相同的生育期，

拟合 C3 植物和部分 C4 植物的光合 CO2 曲线，但尚

观测时间跨度为 8d。观测期间夜晚持续降雨、白天

未见到该模型用于甘蔗光合 CO2 响应模拟的报道。

晴天光照充足。

本研究探讨 3 种模型对甘蔗光合 CO2 曲线拟合的适

在晴天的 9：0012：00 时段用 LI-6400XT 型便

用性，挑选最适的拟合模型，从而为品种光合 CO2

携式光合测定系统（Li-Cor Inc.，USA）测定甘蔗叶

参数研究提供计算工具；同时探究甘蔗光合 CO2 参

片光合 CO2 响应曲线，每小区选择 1 棵代表性植株

数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了解甘蔗光合的生理参数之

选其倒 2 叶或倒 3 叶测定。光合 CO2 响应作用进行

间的变化规律，并以不同参数间的相关性为依据将

时，生成的反应底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观

甘蔗 CO2 参数进行分类分析，从而为甘蔗高产栽培

测 时 仪 器 控 制 的 CO2 浓 度 先 从 大 气 浓 度 （ 约

提供理论依据；计算不同品种甘蔗的光合 CO2 响应

400μmol·mol−1）降至 50μmol·mol−1，再从大气浓度

生理特性，探究大气 CO2 浓度增加对不同品种甘蔗

升至 1500μmol·mol−1：共设置 11 个 CO2 梯度，依次

的生理生态影响，为筛选光合特性好的甘蔗品种提

为 400、300、200、100、50、200、400、600、800、

供依据。

1000 、 1500μmol·mol−1 。 样 品 室 固 定 光 强 设 置 为

1

1200μmol·m−2·s−1 。 首 先 对 叶 片 进 行 光 强 为

资料与方法

1200μmol·mol−1、CO2 浓度为 400μmol·mol−1 的光诱

1.1 研究地点概况
观测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导，持续约 15min，待仪器稳定后开始测定。测定时

（103°15′N，23°42′E，1055m）甘蔗试验田进行。位

叶片位置保持在植株的原方位。每个 CO2 浓度的观

于云南省开远市，地处云南高原南部，红河州中部，
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具有夏长无冬、春秋相连、

测时长设为 120～180s。
将测得的点用光滑曲线连接，取 CO2 浓度为

日温差大，干湿季明显、常年多干旱的气候特点。

0μmol·mol−1 时的测量值作为呼吸速率（Rp）的实测

年平均降水 740mm，年平均气温 19.8℃，年日照时

值，取曲线与 x 轴交点的目测值作为 CO2 补偿点

数 2200h，全年无霜期 340d。雨季集中在 5−10 月，

（CCP）的实测值，用直线拟合低 CO2 浓度下的响应

雨热同期而无酷暑，年平均气温较稳定。试验地土

曲线的斜率作为初始羧化速率（η）的实测值；使用

−1

二项式模型拟合光合 CO2 曲线，得到的最大净光合

−1

壤有机质含量为 20.5g·kg ，全氮 1.64g·kg ，全磷
−1

−1

−1

0.67g·kg ，全钾 13.70g·kg ，碱解氮 80.79mg·kg ，
−1

−1

速效磷 9.81mg·kg ，速效钾 112.78mg·kg ，pH6.0。
根据不同品种甘蔗的种植面积、品种特性综合
考虑，选择 6 个甘蔗品种进行试验：（1）新台糖 22
（ROC22），其综合性状好，在南方四省甘蔗主要种
植区的种植面积最大；（2）云蔗 99-91（YZ99-91）
，
蔗糖含量高；
（3）云蔗 03-194（YZ03-194），强宿根、
抗旱；
（4）云蔗 03-1413（YZ03-1413），为中晚熟品
种；（5）桂糖 02-467（GT02-467），品种植株高大，

速率（Amax）以及 CO2 饱和点（CSP）作为实测值。
1.3 光合 CO2 响应模型
分别采用有生理意义的直角双曲线模型（RH）、
非直角双曲线模型（NRH）和叶子飘模型（Ye）对
甘蔗叶片的光合 CO2 响应曲线进行模拟。
（1）直角双曲线模型
A max Ca
Pn 
 Rp
A max  Ca
当 Pn= 0 时，得到 CO2 补偿点 CCP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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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模拟甘蔗叶片 CO2 响应曲线的最适模型选择

式中，Pn 为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Amax
为 CO2 饱 和 时 的 最 大 净 光 合 作 用 速 率
（μmol·m−2·s−1），η 为初始羧化速率即 CO2 响应曲线
的初始斜率，Ca 为样品室内 CO2 浓度（μmol·mol−1），
Rp 为呼吸速率（μmol·m−2·s−1）。
（2）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Ca  A max  (Ca  A max )  4Ca A max
 Rp
2
2

Pn 

2

气

（3）
当 Pn=0 时，得到 CO2 补偿点 CCP 为
A max R p  R 2p
CCP 
(A max  R p )

3 个模型对 6 个甘蔗品种 CO2 响应曲线的拟合结
果见图 1。由图可见，当 CO2 浓度在 0～600μmol·mol−1
范围内，6 个品种甘蔗叶片的净光合速率 Pn 均随 CO2
浓 度 升 高 而 快 速 增 加 ； 当 CO2 浓 度 超 过
600μmol·mol−1 时，随着 CO2 浓度的升高，净光合速
率升高缓慢并稳定在一定水平。6 个品种甘蔗在试验
设定的浓度梯度下均未出现 CO2 抑制现象。从模型
的拟合度来看，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和叶子飘模型拟
合不同品种 CO2 响应曲线时 r2 均大于 0.99。
进一步对比各模型拟合曲线参数与实测值，结

（4）

果见表 1。由表可见，直角和非直角双曲线模型得到
的 Amax 分别高于实测值 33.8%～57.3%和 2.7%～

式中，θ 是反应非直角双曲线弯曲程度的曲角参
数，取值在 0～1。当 θ=0 时即转化为直角双曲线；
当 θ=1 时，即转化为 Blackman 曲线[31]。
（3）叶子飘模型
1   Ca
Pn  
Ca  R p
（5）
1  Ca

17.7%，叶子飘模型得到的 Amax 与实测值最相近，拟

式中，为 CO2 抑制系数，γ 为 CO2 饱和系数。
当 β = 0 时，CO2 响应曲线没有极点，不存在 CO2 抑
制，且令 γ = η/Amax，则叶子飘模型退化为直角双曲
线模型[22]。
当 Pn=0 时，得到 CO2 补偿点 CCP 为

子飘模型、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的 Rp 与实测值的平

  R p   (  R p  )  4R p

无法给出 CSP，叶子飘模型可以直接得到接近实测

2

CCP 

2

（6）

通过 d(Pn)/d(Ca)=0，计算 CO2 饱和点 CSP 为
CSP 

(   ) /   1


当 Ca=CSP 时
1  CSP
A max  
CSP  R p
1  CSP

（7）

（8）

取同一品种 3 个重复的平均值作为比较不同模
型拟合效果以及计算光合 CO2 参数相关性的数据；
在不同品种间参数的方差分析中，使用同一品种的 3
个重复值分别作为拟合数据计算同一品种甘蔗的 3
组光合 CO2 参数从而进行方差分析。
选择模拟效果最好的光合 CO2 响应模型，采用一
元一次线性回归法分析光合 CO2 响应参数之间的相
互关系及显著性，对不同品种的各参数进行方差分析
（ANOVA）
。统计分析均采用 SPSS13.0 软件完成。

合效果最好。直角双曲线模型和叶子飘模型得到的 η
值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 194.5%与 81.7%，非
直角双曲线模型得到的 η 值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为
6.6%，模拟效果最好。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的 6
个品种甘蔗的 Rp 和 CCP 均为负值，不符合常理。叶
均误差分别为 64.9%和 137.5%，叶子飘模型拟合效
果较好；叶子飘模型、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出的 CCP
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 65.7%和 22.9%，直角双
曲线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直角和非直角双曲线模型
值的 CSP。综上所述，叶子飘模型拟合的 Amax 值、
Rp 值最接近实测值，并可以直接得到与实测值相近
的 CSP，r2 大于 0.99，对甘蔗的光合 CO2 响应曲线
拟合效果最好。
2.2 叶子飘模型拟合的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参数
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研究甘蔗光合 CO2 响应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可以探究甘蔗光合参数间的联系及其原理，明确甘
蔗光合过程中生理生态的变化机制，同时也可以依
据参数间的关系将参数进行分类分析。采用叶子飘
模型模拟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曲线，分析 CO2 响
应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光合 CO2 响应参数中，Rp
反应了植物本身能量损耗速率；η 反应了植物对较低
浓度 CO2 的利用效率，η 越高，说明植物叶片光合作
用对低浓度 CO2 的同化能力越强；CCP 是植物叶片
的光合同化作用与呼吸消耗相同时 CO2 的浓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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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植物对低浓度 CO2 利用的能力，与反应植物对

著负相关（P<0.05），表明同时具有高 CO2 利用效

高浓度 CO2 利用范围的参数 CSP 同为植物利用 CO2

率和高光合产物消耗速率的甘蔗品种，较易达到

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甘蔗的 Rp 与 η、CCP

CO2 饱和点，其对高浓度 CO2 利用能力较差。此外，

呈显著正相关（P<0.05），说明甘蔗对低浓度 CO2

研究还发现，η 与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Rp

的利用效率和利用能力与其消耗光合产物的速率

与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 Amax、η、，CSP

呈正比，同时，Rp/CCP 与 η 之间也存在极显著正

与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其它参数之间的相

相关关系（P<0.001）（图 2）。Rp、η 与 CSP 呈显

关性不明显（表 2）。

图1
Fig. 1

三个模型对 6 个甘蔗品种叶片光合 CO2 响应曲线的拟合结果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curve of six sugarcane varieties fitted by three models

注：RH 为直角双曲线模型；NRH 为非直角双曲线模型；Ye 为叶子飘模型。下同。
Note：RH is 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NRH is nonrectangular hyperbola model, Ye is Ye model. The same as below.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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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型拟合的 6 个甘蔗品种叶片光合 CO2 响应参数

Table 1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of six sugarcane varieties fitted by different models
品种 Variety

参数 Parameter

模型 Model

r2

Amax

η

θ

 (10−4)

γ (10−4)

Rp

CSP

CCP

RH

49.89

0.409

ND

ND

ND

9.33

ND

28

0.983

NRH

34.62

0.106

0.925

ND

ND

−1.41

ND

−13

1.000

Ye

35.71

0.229

ND

1.6

38.7

3.79

1038

18

0.998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38.95

0.095

ND

ND

ND

2.00

1046

21

ND

RH

37.13

0.116

ND

ND

ND

2.19

ND

20

0.978

NRH

25.55

0.047

0.966

ND

ND

−1.40

ND

−29

0.998

Ye

27.35

0.076

ND

2.3

11.5

0.28

1260

4

0.994

YZ99-91

YZ03-194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28.5

0.048

ND

ND

ND

1.34

1151

28

ND

RH

45.70

0.230

ND

ND

ND

3.51

ND

17

0.987

NRH

34.45

0.089

0.923

ND

ND

−1.59

ND

−18

0.999

Ye

35.60

0.153

ND

1.9

23.9

1.02

1123

7

0.998

YZ03-1413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38.28

0.084

ND

ND

ND

1.73

1078

20

ND

RH

43.17

0.179

ND

ND

ND

3.83

ND

24

0.982

NRH

29.77

0.061

0.966

ND

ND

−2.22

ND

−37

0.999

Ye

31.73

0.107

ND

2.4

15.3

0.68

1121

6

0.997

MT69-421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34.15

0.064

ND

ND

ND

1.81

1130

28

ND

RH

48.71

0.226

ND

ND

ND

4.10

ND

20

0.983

NRH

34.14

0.074

0.957

ND

ND

−2.88

ND

−39

0.999

Ye

37.02

0.138

ND

2.0

19.5

0.57

1169

4

0.996

ROC22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39.4

0.080

ND

ND

ND

2.18

1097

27

ND

RH

38.63

0.101

ND

ND

ND

2.62

ND

28

0.966

NRH

25.02

0.042

0.993

ND

ND

−0.89

ND

−21

0.996

Ye

26.83

0.066

ND

2.9

7.2

0.77

1203

12

0.990

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32.0

0.039

ND

ND

ND

1.36

1142

35

ND

GT02-467

注：Amax 为最大净光合速率（μmol·m−2·s−1），η 为羧化速率，θ 为非直角双曲线的凸度，为 CO2 抑制系数，γ 为 CO2 饱和系数，
Rp 为呼吸速率（μmol·m−2·s−1），CCP 为 CO2 补偿点（μmol·mol−1)，CSP 为 CO2 饱和点（μmol·mol−1)，r2 为决定系数，ND 表示
无数据。下同。
Note: Amax is the 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μmol·m−2·s−1), η is the initial carboxylation rate, θ is the convexity of nonrectangular
hyperbolic curve,  is the inhibition coefficient, γ is the saturation coefficient, Rp is the respiration rate(μmol·m−2·s−1), CCP is the CO2
compensation point(μmol·mol−1), CSP is the CO2 saturation point(μmol·mol−1), r2 is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ND means no data.
The same as below.

2.3 叶子飘模型拟合的甘蔗品种间 CO2 响应参数的
比较
采用叶子飘模型模拟每个品种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曲线，比较不同品种的光合 CO2 响应参数，
−2

−1

6 个品种甘蔗的 Amax 平均值为 33.23.7mol·m ·s ，
−1

η 平均值为 0.1340.069mol·mol ，CSP 平均值为
−1

−1

CCP 平均值为 7.85.4mol·mol ，
115166mol·mol ，
−2

−1

Rp、、差异均显著（表 3）。
Amax 是植物在 CO2 饱和点处达到的最大净光合
速率，反映植物叶片光合电子传递能力和磷酸化的
活性以及对高浓度 CO2 的利用能力。由表 3 可见，
ROC22 、 YZ99-91 、 YZ03-1413 品 种 Amax 值 与
YZ03-194 差别显著，以 ROC22 最大，YZ03-194 最
小，其它品种居中。说明品种 ROC22、YZ99-91、

Rp 平均值为 1.4431.487mol·m ·s ，由表 3 可见。

YZ03-1413 的潜在最大光合高，对高浓度 CO2 的利

各品种间 CCP 差别并不显著，但 Amax、η、CSP、

用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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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飘模型拟合的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参数间的

较小；同时因 Rp 与 η 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不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between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Table 2

η

η

Amax



γ

Rp

CSP

−0.831* −0.905*

用效率，其次是 YZ03-1413，其它品种的低浓度 CO2

γ

0.762

0.994** −0.914*

Rp

0.430

0.865*

−0.636

−0.702

−0.881*

0.656

−0.861* −0.816*

−0.228

*

CSP
CCP

0.088

*

的 Rp 较 小 且 与 YZ99-91 差 异 显 著 。 说 明 品 种
YZ99-91 具有最高的能量损耗速率和低浓度 CO2 利

0.811



同品种甘蔗的 Rp 大小排序以及差异显著性与 η 相
似，即 YZ99-91 最大，YZ03-1413 次之，其它品种

parameters fitted by Ye model
参数 Parameter

著，YZ99-91 最大，YZ03-1413 居中，其它品种均

0.575

利用效率和能量损耗速率显著低于 YZ99-91。

0.881*

0.584

0.885

各品种的 CSP 与 η、、Rp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0.638

CSP 值以 YZ03-194、GT02-467 最大，YZ99-91 最小，
其它品种居中。CSP 反应着植物对环境 CO2 浓度的

**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下同。
Note: * is P<0.05，** is P<0.01. The same as below.

适应能力，YZ99-91 对高 CO2 浓度的适应能力较弱，
其它品种甘蔗的 CSP 均显著大于 YZ99-91。值以
MT69-421 最大，YZ99-91、YZ03-1413 较小，其它
品种居中。
综上可以发现，YZ03-194、GT02-467、ROC22
三个品种甘蔗具有很低的 Rp 和 CCP，但 YZ03-194
的 Amax 值显著小于其它品种，GT02-467 的 Amax 值
也较小，品种 ROC22 的 Amax 最高，在低 CCP、Rp
的同时具有最高的光合作用潜力。品种 YZ99-91 的
η、Rp、CCP 值均为最高而 CSP 值最低，说明 YZ99-91

图2

叶子飘模型拟合的 Rp/CCP 与 η 间的关系

的羧化速率和呼吸速率都很高，在 CO2 浓度相对较

Fig. 2 Correlation between Rp/CCP and η fitted by Ye model

低时达到了 CO2 饱和，这可能是因为其 Rubisco 酶活

由表 3 还可见，不同品种甘蔗的 η 和大小排序

性较高。除 YZ99-91 以外 5 个品种的甘蔗 CSP 都大

以及差异显著性基本一致，表现为 YZ99-91 与

于 1100μmol·mol-1，说明这 5 个品种在较高的 CO2

YZ03-194、MT69-421、ROC22、GT02-467 差异显

浓度下也不容易产生光合 CO2 抑制现象。

表3

叶子飘模型拟合的不同品种甘蔗叶片光合 CO2 响应参数比较

Table 3 Photosynthetic CO2 response parameters and ANOVA of six sugarcane varieties fitted by Ye model
品种 Varieties

Amax

η

 (10−4)

γ (10−4)

Rp

CSP

CCP

YZ99-91

35.75aA

0.248aA

1.56cB

41.8aA

4.24aA

1043bB

17aA

YZ03-194

27.22bA

0.082bB

2.4abcAB

12.8bB

0.54bA

1249aA

3aA

YZ03-1413

35.57aA

0.170abAB

1.8cAB

26.7abAB

1.93abA

1144abAB

10aA

MT69-421

33.08abA

0.081bB

3.3aA

68.9bB

0.76bA

1143abAB

9aA

ROC22

37.05aA

0.147bAB

2.0bcAB

21.0bAB

0.97bA

1158abAB

5aA

GT02-467

30.78abA

0.074bB

3.0abAB

6.9bB

0.22bA

1172aAB

3aA

注：光合 CO2 响应参数是每个品种 3 组重复数据使用叶子飘模型拟合后得到的平均值。小写字母表示品种间在 0.05 水平上的
差异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品种间在 0.01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Note: The values are the mean value of parameters individually fitted by the Ye model from three repeated measurement of Pn.
Lowercase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among varieties at 0.05 level, and capital letter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among varieties at 0.01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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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饱和点，所得 Amax 与实测值最为接近[16,35−36]。
η 与 Rp/CCP 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呼吸

3.1 结论
本研究中，叶子飘模型拟合的 Amax 值、CSP 值、

速率与初始光能利用率是决定植物 CO2 补偿点变化

Rp 值最接近实测值，并可以直接得到与实测值相近

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与 C3 作物的研究结果相似[21,37]；

的 CSP，r2 大于 0.99，对甘蔗的光合 CO2 响应曲线

同时，η 与 Rp 呈显著正相关，与 C3 作物的研究结

拟合效果最好；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出的 η 与实

果有区别。C3 植物光呼吸和碳同化的第一步反应发

测值最接近，但拟合出的 Rp 和 CCP 均为负值；直角

生在同一活性中心，并都由 Rubisco 酶催化，CO2 和

双曲线模型拟合效果较差。

O2 互为竞争性抑制剂，η 升高时，光呼吸被抑制。

研究甘蔗光合 CO2 参数间相互关系发现：（1）

而 C4 植物具有在 Rubisco 位点上提高 CO2 分压的机

，不同品种甘
Rp 与 η、CCP 呈显著正相关（P<0.05）

制，O2 的升高并不会抑制羧化反应[20]，η 与 Rp 呈显

蔗对低 CO2 浓度的利用效率和利用能力与其能量消

著正相关可能是因为 Rubisco 酶活性升高使羧化反

耗速率呈正比。（2）Rp/CCP 与 η 之间也存在极显著

应和呼吸速率同时增高。Rp、η 与 CSP 呈显著负相

正相关关系（P<0.001）
。
（3）Rp、η 与 CSP 呈显著负

关，这可能是因为植物羧化速率高，对 CO2 利用率

相关（P<0.05），低浓度 CO2 利用效率高同时能量消

高，使植物能在相对较低的 CO2 浓度下光合速率达

耗速率高的甘蔗品种，较易达到 CO2 饱和点，其对

到最大值。反映 CO2 抑制程度，反映 CO2 饱和程

高浓度 CO2 利用能力较差。

度。叶子飘等[22]提出，和 γ 越大，则植物越容易受

ROC22 具有很低的 Rp、CCP 和最高的 Amax，光

抑制，而本研究发现与呈极显著负相关。

合特性最好。品种 YZ99-91 的 η、Rp、CCP 值均为

相比于 C3 植物，6 个品种甘蔗的光呼吸速率都

最高而 CSP 值最低。除 YZ99-91 外五个品种甘蔗的

较低，这是因为 C4 植物有在 Rubisco 点位上提高 CO2

CSP 都较大，能适应大气中 CO2 浓度的升高。
3.2 讨论

分压的机制，Rubisco 的加氧反应几乎全部被抑制，
从而使 C4 植物的光呼吸速率降到最低值，这也使得

直角双曲线模型未考虑曲线的弯曲程度，模拟

C4 植物的 CCP 值较低[20]。CCP 是区分 C3 和 C4 作

光合 CO2 响应曲线时必须增高初始斜率才能使曲线

物 的 重 要 参 数 ， C3 作 物 CCP 较 高 ， 一 般 大 于

符合点的分布

[32]

，这样常常导致 η 变得很大。为此，

30μmol·mol−1，C4 植物的 CCP 较低[21]，6 个品种甘

Thornley 等[4]引入了非直角双曲线模型。非直角双曲

蔗的 CCP 取值范围在 3～17μmol·mol−1，品种间差别

线的拐点比直角双曲线更明显，在高 CO2 浓度下变

不显著。低 CCP、Rp 的作物品种常具有产量高的特

。

点，因此，这两个特性常被当作选育高产品种的指

本研究中，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出的 η 值与实测

标[38]。ROC22 是从台湾省引进的甘蔗品种，具有产

值最为接近，任博等[35]在对栓皮栎（Q. variabilis）

量高、含糖量高、抗旱及抗倒伏能力强等优点[39]，

和刺槐（R. pseudoacacia）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

种植面积最大，是中国甘蔗主产区的主栽品种，拥

果。但非直角双曲线模型拟合出的 6 个品种甘蔗的

有最高的光合作用潜力以及低 CCP 和 Rp，具有较好

[33−34]

化更平缓，所得 Amax 和 η 更小、更接近实际

Rp 和 CCP 均为负值，不合常理，与任博等

[35−36]

对

C3 植物的光合 CO2 响应结果均不同。这可能是因为

的光合特性和高产潜力，并能适应大气中 CO2 浓度
的升高。

C4 植物对 CO2 的响应与 C3 植物的机理不同。非直
角双曲线模型是否能应用于 C4 作物甘蔗的 CO2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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