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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生长及有效成分含量变化，以确定适宜三叶崖爬藤生长的最适光质

条件。［方法］以２年生三叶崖爬藤为材料，用不同颜色的滤光膜（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白色）进行光质处理，测
定三叶崖爬藤叶片的叶形指标、生理指标、生物量及块茎中总黄酮含量。［结果］表明：红光处理下的三叶崖爬藤在

叶形指标、生理指标、生物量和总黄酮含量上均得到改善，而其余光质处理结果仅对其中某一指标有所改善。［结

论］红光处理下的三叶崖爬藤块茎的产量和质量均较佳，在三叶崖爬藤人工栽培中可以利用红光提高其产量及有

效成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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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植物次生代谢研究手段的提高及
有色光源条件的发展，光照对植物次生代谢的影响

及其机理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１－３］。许

多研究表明，光质的不同不仅影响植物的初生代谢

和生长状态，而且还会影响植物的次生代谢过

程［４－５］。如黄膜促进了 ２年生毛脉酸模（Ｒｕｍｅ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Ｔｕｒｃｚ．ｅｘＬｅｄｅｂ）中蒽醌类成分的合成［６］；

橙光和红光有利于耐荫药用植物绞股蓝（Ｇｙｎｏｓｔｅｍ



第５期 程小燕，等：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生长及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

ｍａ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的生长和总皂甙
积累［７］；蓝膜处理后白桦（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ｕｋａｃ
ｚｅｖ）愈伤组织中三萜累积量增加［８］。在实验室条件

下可通过不同颜色的滤光片和荧光灯来获得不同光

质，在大田生产中可通过不同颜色的滤光膜来实现

不同的光质处理。利用不同颜色的滤光膜研究其生

长状况及次生代谢产物的变化，不仅可以为道地药

材形成的机理和次生代谢途径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而且在生产实践中提高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率具有重

要意义。

三叶崖爬藤（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Ｄｉｅｌｓｅｔ
Ｇｉｌｇ）为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崖爬藤属 （Ａｌｂｅｒｔｉｓｉａ
Ｂｅｃｃ．）植物，又名三叶青、蛇附子、石老鼠、石猴子，
为中国特有珍稀药用植物，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各

省份，常生于山坡林下的灌丛中或山谷溪边林下的

岩石缝中，生长海拔３００ １３００ｍ。全株供药用，
有活血散瘀、解毒、化痰的作用，临床用于治疗病毒

性脑膜炎、乙型脑炎、病毒性肺炎、黄胆性肝炎等，其

块茎对小儿高烧有特效。三叶崖爬藤虽然分布广

泛，但多年来对野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再加上对分布

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导致其野生群体数量锐减。

近年来，对三叶崖爬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用价

值［９－１０］、组织培养［１１－１２］和化学成分［１３－１４］等方面。

三叶崖爬藤人工栽培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三叶崖

爬藤野生驯化栽培中，仅对光、肥、水因子进行了初

步研究，大田生产中三叶崖爬藤遮光的研究也有报

道［１５］，但有关光质对三叶崖爬藤的影响研究还未见

报道。本试验以浙江绍兴紫藤三叶崖爬藤为研究材

料，通过研究不同光质条件下三叶崖爬藤的生物量

及有效成分的积累，旨在筛选能有效提高三叶崖爬

藤产量的光质条件，为三叶崖爬藤规范化种植提供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绍兴市平水镇会稽山基地，地

处中纬度亚热带北缘的过渡地带（１２０°４６′３９″Ｅ，
２９°４２′０２″Ｎ）。该试验地属东西季风湿润气候区，
全年温暖湿润，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冬冷夏热，四季

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年平均气温１６９℃。光照较
充足，小气候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约１７８２ｈ，
７、８月日照时数最多，２月日照时数最少。雨量充
沛，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４０３０ｍｍ。土壤类型多为红

壤，具有黏、酸、瘦等主要肥力特征，旱季保水性

能差。

三叶崖爬藤采用盆栽育苗，既方便水肥管理，也

便于后期块茎的采收。以无性繁殖及来源相同、长

势一致的２年生三叶崖爬藤扦插盆栽苗为材料。
１２　光质处理

试验以太阳光透光率相近的特制不同颜色的滤

光膜得到的不同光质，单因素５水平随机区组设计，
重复３次。所用光膜购于上海伟康有色塑料厂，分
别为红色光膜（波长６２０ ７８０ｎｍ，波峰６６２ｎｍ，标
记为Ｒ）、黄色光膜（波长 ５６０ ５９０ｎｍ，波峰 ５７０
ｎｍ，标记为Ｙ）、绿色光膜（波长４６０ ５００ｎｍ，波峰
４８０ｎｍ，标记为Ｇ）、蓝色光膜（波长４００ ４５０ｎｍ，
波峰４２０ｎｍ，标记为Ｂ）和白色光膜（标记为Ｗ），透
光率均为８５％。试验以白色光膜为对照处理。于
２０１６年４月初用竹竿搭建遮阴棚进行光质处理，搭
建高度约１１０ｃｍ，顶部及四周均用滤光膜盖住，下部
距地面３０ｃｍ，以利通风，防止遮光棚温度过高。
１．３　指标测定
１．３．１　叶形指标测定　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旬，随机
选取三叶崖爬藤植株成熟的叶片，样品采集完后装

入冰盒带回，用 ＭＲＳ９６００ＴＦＵ２Ｌ叶面积仪（上海中
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测定新鲜叶片叶长、叶宽、叶

面积等指标，分析不同光质对叶形态指标的影响。

１．３．２　生理指标测定　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旬，随机
选取三叶崖爬藤植株成熟的叶片，样品采集完后装

入冰盒带回，在实验室经自来水冲洗、蒸馏水清洗，

去中脉，剪碎至小于１ｍｍ的细丝，混匀，准确称取
００５ｇ，用浸提法测定叶绿素含量；清洗后的叶片用
液氮研磨，准确称取０２０ｇ，用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法
测定可溶性蛋白含量；烘干处理后的叶片去中脉，磨

碎，混匀，准确称取０２０ｇ，采用蒽酮法测定可溶性
糖含量。每个处理测定 ３次，每次选取 ３ ５片
叶片。

１．３．３　生物量测定　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旬，将三叶
崖爬藤整株挖起洗净，擦干表面水分后用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称量每盆的地上部分、地下部分鲜质量，每

个处理测量１５盆，称量鲜质量后放置烘箱１０５℃杀
青０５ｈ，然后置于８０℃烘干至恒质量，再分别称其
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干质量。

１．３．４　总黄酮测定　（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
称取在１２０℃干燥至恒质量的芦丁对照品５０ｍｇ（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１０００８０－２０１６１０），置 ２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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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量瓶中，加甲醇适量，置水浴上微热使溶解，放
冷，加甲醇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１０ｍＬ，置 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即得（每ｌｍＬ中含芦
丁０２ｍｇ）。（２）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量取对照品
溶液１、２、３、４、５、６ｍＬ，分别置２５ｍＬ量瓶中，各加
水至６ｍＬ，加５％亚硝酸钠溶液１ｍＬ，摇匀，放置６
ｍｉｎ，加１０％硝酸铝溶液１ｍＬ，摇匀，放置６ｍｉｎ，加
氢氧化钠试液１０ｍＬ，再加水至刻度，摇匀，放置１５
ｍｉｎ，以相应试剂为空白，立即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法，在５００ｎｍ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
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３）样品溶液
制备：取本品细粉约４ｇ，用甲醇回流提取２次（分别
为５０ｍＬ甲醇，时间为 １ｈ），滤液浓缩至干，用 １０
ｍＬ甲醇溶解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１００
ｍＬ，摇匀。取３ｍＬ，置２５ｍＬ量瓶中，照标准曲线制
备项下的方法，自“加水至６ｍＬ”起按相同步骤测定
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读出供试品溶液中芦丁的质

量，计算，即得总黄酮含量。（４）空白溶液制备：取
１０％甲醇３ｍＬ，置２５ｍＬ量瓶中，照标准曲线制备
项下的方法，自“加水至６ｍＬ”起按相同步骤操作，
即得空白溶液。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以及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和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叶片叶形指标的影响

从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叶片叶形参数测

定结果（表１）可以看出：不同的光质对三叶崖爬藤
叶长、叶宽及叶面积有较大的影响，对叶宽／叶长及
变异系数影响不明显。红光、黄光、绿光处理下的三

叶青叶长、叶宽和叶面积均高于白光处理，蓝光处理

下的三叶崖爬藤叶长、叶宽和叶面积均低于白光处

理，且绿光处理下的三叶崖爬藤叶片叶形指标均最

大，蓝光处理下的三叶崖爬藤叶长、叶宽和叶面积均

最小。因此，在绿光、红光和黄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

叶长、叶宽及叶面积均较大，而蓝光处理不利于三叶

崖爬藤叶片的生长。

２．２　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叶片光合色素含量的
影响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叶片中光合色素含
量的变化见图１。所有处理中，白光处理叶绿素ａ含
量、叶绿素ｂ含量和总叶绿素含量最高，蓝光处理光
合色素含量最低，叶绿素ａ含量、叶绿素ｂ含量和总
叶绿素含量大小排序是白光处理＞红光处理＞黄光
处理＞绿光处理 ＞蓝光处理；叶绿素 ａ／ｂ值蓝光处
理最高，红光处理最低，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大小排序
是蓝光处理＞黄光处理＞白光处理＞绿光处理＞红
光处理。可见白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叶片中光合色

素含量最高，蓝光处理则不利于三叶崖爬藤叶片中

光合色素含量的积累。

２．３　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
糖含量的影响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叶片可溶性蛋白和
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见图２。三叶崖爬藤叶片中可
溶性蛋白含量蓝光处理最高，红光处理最低，蓝光处

理与白光处理差异显著，其它各组处理与白光处理

均差异不显著。说明蓝光处理能提高三叶崖爬藤叶

片中可溶性蛋白的含量，而红光处理降低其含量。

可溶性糖含量红光处理最高，蓝光处理最低，红光处

理与黄光处理差异不显著，但各处理与白光处理间

均差异显著。可以看出，红光处理提高了三叶崖爬

藤叶片中可溶性糖含量，而在蓝光处理下其含量

最低。

２．４　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生物量的影响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地上部分、地下部

分生物量测定结果见表 ２。三叶崖爬藤地上鲜质
量、地上干质量、总鲜质量和总干质量大小排序为红

表１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叶片叶形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叶长 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叶宽Ｗｉｄｔｈ／ｃｍ 叶面积Ａｒｅａ／ｃｍ２ 叶宽／叶长Ｗｉｄｔｈ／Ｌｅｎｇｔｈ 变异系数Ｆｏｒ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ＣＫ） ４．５３±０．６１ｃ １．９８±０．２０ｃ ５．８７±１．０４ｃ ０．４４±０．０７ｂ ０．５７±０．０７ｂ
Ｒ ５．１３±０．６６ｂ ２．２９±０．３０ｂ ７．６３±１．７２ｂ ０．４５±０．０５ｂ ０．５８±０．０７ｂ
Ｙ ５．０８±０．６４ｂ ２．２６±０．３０ｂ ７．３９±１．６７ｂ ０．４５±０．０６ｂ ０．５６±０．０８ｂ
Ｇ ６．５２±０．９７ａ ３．１８±０．４５ａ １３．９０±３．９７ａ ０．４９±０．０６ａ ０．６４±０．０７ａ
Ｂ ４．３６±０．５０ｃ １．９６±０．２０ｃ ５．６１±０．９７ｃ ０．４５±０．０４ｂ ０．５８±０．０５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Ｎｏｔｅ：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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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光合色素含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２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光处理＞白光处理＞绿光处理＞黄光处理＞蓝光处
理，地下鲜质量和地下干质量大小排序为红光处理

＞绿光处理 ＞白光处理 ＞黄光处理 ＞蓝光处理，红
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地上部分、地下部分生物量最

大，蓝光处理下其地上部分、地下部分生物量最小，

说明红光处理有利于三叶崖爬藤生物量的积累，而

蓝光处理则不利于其生物量的积累。

２．５　不同光质对三叶崖爬藤块茎中总黄酮含量的
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
块茎中总黄酮含量存在差异性。绿光处理下总黄

酮含量最高，其含量为０４５６％，其次是红光处理，
总黄酮含量为０４３１％，总黄酮含量最低的为蓝光
处理，为０３３８％，最高含量是最低含量的１３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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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总生物量及分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ｏ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地上鲜质量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

地下鲜质量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

总鲜质量

Ｔｏｔａｌ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ｇ

地上干质量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

地下干质量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

总干质量／ｇ
Ｔｏｔａｌ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ｇ

Ｗ（ＣＫ） １４８．４４±１６．９６ａｂ １０７．３４±４１．６３ａ ２５５．７８±２９．３１ａ ４９．０６±８．０３ａ ４３．７６±１３．７７ａ ９５．９６±３２．７３ａ
Ｒ １８６．６４±４３．６１ａ １１５．１９±３４．７３ａ ３０１．８３±６０．１５ａ ４９．１５±９．３４ａ ４６．９０±２５．２８ａ ９２．９１±１７．２６ａｂ
Ｙ ８１．８７±１５．３８ｃ ７２．６７±１７．８４ａ １５４．５４±３３．０７ｂ ２５．８３±４．３９ｂｃ ２６．１１±５．２１ａ ５１．９４±９．５３ｂｃｄ
Ｇ １２６．２９±３３．８８ｂ １１２．３３±４６．６６ａ ２３８．６２±４４．１３ａ ４１．５５±１５．６３ａｂ ４３．９６±２２．２２ａ ８５．５１±１７．７０ａｂｃ
Ｂ ５８．６０±９．８６ｃ ６７．１４±１６．６６ａ １２５．７４±２６．０８ｂ ２５．６３±３．７２ｂｃ ２３．６７±８．６１ａ ４９．３０±５．７６ｂｄ

图３　不同光质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块茎中总黄酮含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说明红光和绿光处理能促进三叶崖爬藤块茎中总黄

酮含量的积累，蓝光处理则不利于总黄酮含量的

积累。

３　讨论
光质能影响叶片中叶绿素含量，红光可提高草

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ａｎａｎａｓｓａ（Ｗｅｓｔｏｎ）Ｄｕｃｈｅｓｎｅ）、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Ｗｉｌｌｄ．ｅｘＫｌｏｔｚｓｃｈ）等植物叶
片中叶绿素ａ、叶绿素ｂ以及总叶绿素含量［１６－１７］；蓝

光可显著提高莴苣（ＬａｃｔｕｃａｓａｔｉｖａＬ．）和番茄（Ｌｙｃｏ
ｐｅｒｓｉｃｏｎ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Ｍｉｌｌ．）幼苗叶片叶绿素 ａ和类胡
萝卜素含量［１８］，促进风信子（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
Ｌ．）愈伤组织叶绿素的形成［１９］。本试验结果表明，

红光处理能提高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和总叶绿素含
量，蓝光处理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和总叶绿素含量最
低。表明不同光质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并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物种差异，光质对植物细胞色素含量

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光质对植物的氮代谢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

究发现，蓝光可提高植株内可溶性蛋白含量［２０－２１］。

本试验结果表明，蓝光处理能提高三叶崖爬藤叶片

中可溶性蛋白的含量，而红光处理降低了其含量，这

说明蓝光能促进新合成的有机物中蛋白质的积累，

提高蛋白质含量，这与 Ｋｏｗａｌｌｉｋ［２２］、陈强等［２３］研究

结果一致。蓝光对 ＮＲ有激活作用［２４］，从而为蛋白

质的合成提供了较多的可同化态的氮源。蛋白质是

大分子物质，合成需要更多能量，而蓝光区光量子能

量较高，因此，蓝光促进蛋白质的合成也可能与光质

能量有关。

光质对植物可溶性糖的含量有重要影响，在红

光下生长的植物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２５－２６］。本试

验结果表明，红光处理能提高三叶崖爬藤叶片中可

溶性糖含量，而蓝光处理降低了可溶性糖含量，这与

蒲高斌等［２７］、陈强等［２３］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

能是红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光合色素含量较高，光

合作用产物较多，而蓝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光合色

素含量最低，故其可溶性糖含量较低；也可能是蓝光

处理下三叶崖爬藤的呼吸速率较高，光合作用产物

消耗较多。

红光可促进幼苗的生长，红光处理的幼苗干物

质积累多，营养生长旺盛。在番茄、茄子（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Ｌ．）及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等作物中
也有类似的发现［２８－２９］。本试验结果表明，在红光处

理下三叶崖爬藤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均最

大，与以上研究类似。

光是植物生命活动的重要环境因子之一，它不

仅是植物生长发育的能量来源，而且作为信号因子

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本试验中，除蓝光处理外，不

同滤光膜下生长的三叶崖爬藤块茎中总黄酮含量都

高于白光处理，而且在绿光处理和红光处理下最显

著。这说明滤光膜造成的光质环境有利于总黄酮在

三叶崖爬藤块茎中积累，绿膜和红膜的这种促进作

用尤为明显。已有的结果表明［３０－３１］，当研究部位为

叶时，短波段光如蓝光促进黄酮类化合物的积累，长

波段光如红光抑制其积累。而关于光质对植物根中

黄酮类化合物的影响研究较少。光质对叶和根中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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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类化合物的积累变化规律是否一致，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发现。

４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光质对三叶崖爬藤的生长及

有效成分含量均有影响，在红光处理下，三叶崖爬藤

的叶长、叶宽及叶面积均较佳，光合色素含量较高，

作为光合作用产物之一的可溶性糖含量也最高，其

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物量最大，并且三叶崖爬藤

块茎中总黄酮含量较佳，所以在三叶崖爬藤的人工

栽培中可以利用红光来提高其产量及有效成分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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