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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根际土壤重金属和营养成分含量及植株营养生长对波叶金桂鲜花产量的影响，为以采收鲜花
为栽培目的的波叶金桂栽培点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集重庆市万州五桥区（万州）、湖北省恩施新城区（恩施）
和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巫溪）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的根际土壤及叶片和鲜花样品，测定其重金属和营养成分含量及
一年内不同时间点叶片的光合参数，分析根际土壤、叶片和鲜花中的矿质元素含量及不同栽培点植株叶片光合能力
和温度条件对波叶金桂花量的影响。
【结果】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根际土壤的重金属汞、镉、铅和砷含量均未超过国家
标准，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和鲜花的重金属汞、镉、铅和砷含量均未超过国家标准；叶片的矿质元素含量总体上
以万州栽培点较高，鲜花的矿质元素含量总体上以巫溪栽培点较高；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的营养生长较旺盛；在2—
12月间的6个时间点，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和蒸腾速率（Tr）呈上升趋势，胞间
CO2浓度（C）
仅8月的高温（38 ℃以上）对其老叶的Gs和Ci产生抑
i 在测定时间段的大部分时间点高于另外2个栽培点，
制作用，新叶对高温感应的灵敏性相对较弱；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的单株全年鲜花量显著高于万州和恩施栽培点
（P<0.05）；
鲜花的胡萝卜素含量以万州和巫溪栽培点较高，
总黄酮含量以恩施栽培点最高。
【结论】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
根际土壤的汞、
铅、
镉和砷含量均低于临界标准值，
叶片和鲜花的重金属含量不超标，
达食用标准，
鲜花的矿质元素、
β胡萝
卜素和总黄酮含量均较高，
鲜花年产量显著高于万州和恩施栽培点，
因此巫溪是较适宜生产波叶金桂鲜花的栽培地。
关键词：波叶金桂；根际土壤；矿质元素含量；重金属含量；鲜花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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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eavy metals and nutrient component content in
rhizosphere soil，
plant growth on flower yield of
Osmanthus undulata Boyejin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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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Bi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Wanzhou，Chongqing 404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and nutrient component content in rhizosphere soil，
plant growth on flower yield of Osmanthus undulate Boyejingui，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electing cultivation sites of
Boyejingui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fresh flowers.【Method】Rhizosphere soils，leaves and flowers of three Boyejingui
cultivation sites in Wuqiao District，Wanzhou，Chongqing（Wanzhou），Xincheng District，Enshi，Hubei（Enshi）and
Wenfeng Town，Wuxi，Chongqing（Wuxi）were collect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and nutrients，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leav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year，and the effects of content differences of mineral elements in rhizosphere soils，leaves and flowers，as well as the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 of leaves
of Boyejingui at different cultivation sites on flower yield were analyzed.【Result】The contents of mercury（Hg），cadmium（Cd），lead（Pb）and arsenic（As）in the rhizosphere soils of three cultivation sites did not exceed the national standards，and the contents of Hg，Cd，Pb and As in the leaves and flowers in Wuxi did not exceed the national standards.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in leaves of Wanzhou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cultivation sites，
and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in flowers of Wuxi was the highest. The vegetative growth in Wanzhou was vigorous. In the survey of six time
points from February to December，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stomatal conductance（Gs），transpiration rate（Tr）of
Wanzhou cultivation site showed increasing trend，and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C）
of the leaves were higher th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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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of the other two cultivation site at most time points during the determination period，and only the Gs and Ci in August
（above 38 ℃）were inhibited.The sensitivity of the new leaf to high temperature was relatively weak. The annual yield of
fresh flowers per tree in Wux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anzhou and Enshi cultivation sites. The carotene content of
fresh flowers in Wanzhou and Wuxi was higher than Enshi cultivation site，and the total brass content in Enshi cultivation
sites was the highest.【Conclusion】The contents of Hg，Pb，Cd and As in rhizosphere soil are all lower than the critical
standards and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leaves and flowers of Boyejingui in Wuxi cultivation site do not exceed the standard，and reach the edible standard. The annual yield of fresh flow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wo cultivation
sites，the contents of mineral elements，β -carotene and total falconoid in fresh flowers are all higher. Thus，Wuxi is a
suitable cultivation site for producing fresh Boyejingui.
Key words：Osmanthus fragrans Boyejingui；rhizosphere soil；mineral elements content；heavy metal content；flowers yield
Foundation item：Chongqing General Program of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cstc2019jcyj-msxm1218）；Project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mmission（KJ1710246）

0 引言
【研究意义】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Lour.）隶
属于木犀科（Oleaceae）木犀属（Osmanthus），是我国
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是集绿化、美化和香化于一体的
观赏与食用兼备优良园林树种，以桂花为原料制作
的桂花茶是中国特产茶（夏科等，2018）。桂花以花
色可划分为波叶金桂（O. fragrans Boyejingui）、银桂
和丹桂，以叶型可分为柳叶桂、金扇桂、滴水黄、葵花
叶和柴柄黄，以花期可分为八月桂、四季桂和月月桂
等。目前已有一定规模的桂花栽培点为江苏苏州、
湖北咸宁、浙江杭州、广西桂林和四川越西县新乡乡
等，南京、重庆、武汉和长沙等地也有大量种植（杨康
民，2000）。三峡库区气候湿润，是波叶金桂生长适
宜地之一。波叶金桂是金桂品种群中的优异品种，
产于长三角、湖北和安徽等地，在三峡库区尚未大规
模栽培（林燕青等，2015）。因此，比较该区域几个栽
培点波叶金桂根际土壤、叶片和鲜花中的营养成分
差异，明确波叶金桂在三峡库区的适生条件，对以采
收鲜花为栽培目的的波叶金桂适宜栽培点选择具有
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关于桂花营养生长及营
养成分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陈洪国（2007）研
究3个品种桂花矿质元素含量的年周期变化，结果发
现其总生长量与鲜花产量差异显著，总生长量排序
为柳叶桂>山桂>四季桂，而全年鲜花产量排序为
柳叶桂>四季桂>山桂。Tash等（2008）研究显示，桂
花的黄酮类成分含量为12种常见植物之最。杨秀莲

冬季异常低温下桂花矿质元素含量的变化情况，结
果显示，桂花叶片通过矿质元素含量与生理指标的
相互协调，对冬季异常低温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孙
月雅等（2018）建议将盛花期微量元素含量差异明显
的5种丹桂花瓣混合制成食品，能有效补充人体所缺
部分微量营养元素。植物的营养生长状况与生理生
化参数密切相关，周莉和刘莉（2011）研究认为，影响
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的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植物
光合作用；徐友等（2016）研究显示，银杏的黄酮含量
与净光合速率（Pn）具有一定联系，但彼此间的线性
关系不明显。气体交换参数主要包括 Pn、气孔导度
（Gs）、蒸腾速率（Tr）和胞间CO2浓度（C）
是衡量植
i 等，
物光合能力的重要指标（郭丽丽等，2018），但至今鲜
见关于桂花营养生长与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报道。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三峡库区波叶金桂栽培面积
逐年扩大，其中的重庆市巫溪文峰镇舒家坪股份合
作社毗邻巫溪红池坝，生态保持较好，已形成具有30
多ha主产桂花茶的波叶金桂栽培基地，同时，在重庆
三峡学院校园也有相当规模的波叶金桂栽培，但针
对三峡库区不同栽培点波叶金桂根际土壤、植株营
养生长及气温对其鲜花产量影响的研究鲜见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重庆市万州五桥区、湖北
恩施新城区和重庆市巫溪文峰镇栽培点波叶金桂的
年生长量、根际土壤、叶片与鲜花中矿质元素含量的
相关性，为以采收鲜花为栽培目的的波叶金桂栽培
点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等（2012）研究表明，桂花品种间营养成分存在明显

1 材料与方法

差 异 ，其 中 波 叶 金 桂 的 营 养 价 值 较 高 。 邱 芳 等

1. 1

（2013）分析不同龄期桂花花芽分化期的矿质元素含
量，发现幼年树叶片中氮、磷、锌和锰含量比成年树
高，而钙、镁、铁、钾、可溶性糖含量和C/N比成年树
低，铜含量在二者间无差异。徐广平等（2013）观测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三峡库区重庆市万州五桥区（万
州）、湖北省恩施新城区（恩施）和重庆市巫溪文峰镇
（巫溪）3个栽培点的波叶金桂，各栽培点的环境参数
见表1。观察发现，万州栽培点（重庆三峡学院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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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校园内）的波叶金桂物候期为：3月初开始萌芽，
5月初新梢停止生长进入花芽分化始期，8月花芽分
化基本完成，9月中下旬进入开花期，10月初为盛花
期。各栽培点一年中的最冷时期均在12月底（各栽
培点均有低于0 ℃的气温，其中巫溪栽培点低于

0 ℃气温维持时间更长，超过1个月，万州栽培点低
于0 ℃仅几天）；最热月在8月，巫溪栽培点的高温在
33 ℃以上，万州栽培点的高温在38 ℃以上。3个栽
培点桂树全年无施肥，无修剪，自然雨水灌溉，自然
养护。

表 1 3个波叶金桂栽培点的环境参数（2018年）
Table 1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f three Boyejingui planting places（2018）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巫溪 Wuxi
恩施 Enshi
万州 Wanzhou

经度（E）
Latitude

纬度（N）
Longitude

海拔（m）
Altitude

30°76 ′
30°35 ′
31°43 ′

108°45 ′
109°49 ′
109°45 ′

926
418
394

2月1日
Feb. 1
-1~8
0~8
2~10

气温（℃）Temperature
4月1日
6月1日
8月1日
Apr. 1
Jun. 1
Aug. 1
12~20
13~25
20~33
13~24
18~23
24~33
15~22
20~30
26~38

10月1日
Oct. 1
12~20
16~20
17~24

12月29日
Dec. 29
-5~2
-2~1
3~5

气温数据来自天气后报网http://www.tianqihoubao.com/weather/City.aspx
Temperature date came from the weather report network http://www.tianqihoubao.com/weather/City.aspx

1. 2

波叶金桂生长量和花量测定
于2018年3月上旬随机标记20株成年波叶金桂
树，测定各生长参数的起始量。于2019年3月初测定
年生长量，其中株高年增长量取20株的平均值；单株
全年花量统计其中10株的平均值，总发枝数为统计
其中10株的总发枝数；年新梢平均长度和每枝条抽
梢数为10株、每株50枝新梢测定值的平均值；年生长
总量以年发枝数×新梢平均长度计算。鲜花采收集
中在花后第2和第3 d（植株上超过50%花序的花朵
开放时期）的上午露水干后（10：00）进行，在树下铺
上塑料薄膜摇花，以全树90%的花落下为准，去除杂
质后即时称取鲜重。
1. 3 波叶金桂叶片气体交换参数测定
以波叶金桂当年生新梢上的叶片为新叶，随机
选取自上而下第1或第2张叶片；以前一年生长新梢
枝条发出、下部颜色已深绿的叶片为老叶。自2018
年2月1日开始，每隔2个月利用GFS-3000光合仪测
定一次3个栽培点新叶与老叶的Pn、Gs、Ci和Tr等光合
参数，
每处理测定6张叶片，取平均值。
1. 4 矿质元素含量及营养成分测定
于2018年9月20日—10月5日波叶金桂盛花期
采集各栽培点波叶金桂的根际土壤、叶片和鲜花样
品，土样的采集是取1.2中标记植株根际表层10 cm
熟土（去除落叶杂草），叶片和鲜花在同株波叶金桂
上采集，叶片为当年生叶，鲜花为正在开放（植株上
超过50%花序的花朵开放时期）的鲜花，即将1~2年
生枝连花朵一起剪下，再将花朵采下，用冰盒保存带
回实验室速冻干燥，进行矿质元素及营养物质含量
测定。栽培点土壤的汞、铅、镉、砷、镁、钙、铁、钾含
量及波叶金桂叶片、鲜花的汞、铅、镉、砷、镁、钙、铁、
钾含量和营养成分委托重庆万州检疫检验局分别参

照GB/T 17141—1997中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GB 5009.268—2016中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进行测定；水含量采用烘干法进行测定；总黄酮含
量采用紫外分光法进行测定；β-胡萝卜素含量参照
GB 5009.8—2016进行测定。
临界参考标准：土壤重金属含量的临界标准参
考GB 15618—2018；叶片和鲜花中重金属含量的临
界标准参考食品标准GB 2762—2017。
1. 5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并以
Excel 2010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波叶金桂栽培点根际土壤、
叶片及鲜花的重金属

和矿质元素含量
2. 1. 1

土壤的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由表

2可知，3个波叶金桂栽培点根际土壤中4种重金属
汞、铅、镉和砷含量均低于临界标准值；4种矿质元素
中，铁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元素含量，但3个波叶金桂
栽培点的铁含量间无显著差异（P>0.05，下同），万州
和巫溪栽培点的镁含量显著高于恩施栽培点（P<
0.05，下同），万州栽培点的钾含量显著高于巫溪和
恩施栽培点，而钙含量显著低于巫溪和恩施栽培点。
说明波叶金桂不同栽培点土壤的优势矿质元素不
同，但常见重金属元素含量均未超标，能满足桂树栽
培对土壤的要求。
2. 1. 2 叶片的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由表3
可知，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汞、
镉和铅含量均低
于临界标准值，
万州和恩施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砷
含量高于临界标准值，
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砷
含量低于临界标准值；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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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个波叶金桂栽培点土壤中的重金属和矿质元素含量比较
Table 2 Content comparison of heavy metals elements and mineral elements in soils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重金属元素
Heavy metal element
汞 Hg

镉 Cd

铅 Pb

砷 As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9.62±0.56
20.34±3.78
10.91±2.43
19.70±2.89
36.10±8.58
19.50±7.56

临界标准（mg/kg）
Critical standards
1.3
1.3
1.3
0.30
0.30
0.30
70.00
70.00
70.00
40.00
40.00
40.00

矿质元素
Mineral element
铁 Fe

镁 Mg

钙 Ca

钾K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10291.80±1232.40
10857.10±876.80
9636.40±678.90
2481.00±128.50a
1714.50±134.70a
514.70±78.90b
2212.10±341.20b
4654.30±235.70a
4050.80±241.90a
7560.40±261.80a
2905.40±452.60b
1991.80±152.40b

同一元素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3~表5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fter the same element of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Table 5

表 3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重金属和矿质元素含量比较
Table 3 Content comparison of heavy metals and mineral elements in the leaves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重金属元素
Heavy metal element
汞 Hg

镉 Cd

铅 Pb

砷 As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92±0.12
0.15±0.12
0.54±0.23

临界标准（mg/kg）
Critical standards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10
0.10
0.10
0.50
0.50
0.50

和钾含量远高于铁和镁含量；
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
片的铁、
镁和钙含量显著高于其余2个栽培点；
各栽培
点波叶金桂叶片的钾含量差异不显著。可见，
总体上
以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矿质元素含量较高。
2. 1. 3 鲜花的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由表
4可知，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汞、镉和铅含量均
低于临界标准值，万州和恩施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
的砷含量高于临界标准值，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
花的砷含量低于临界标准值，与叶片中的检测结果
一致，参考食品标准GB 2762—2017的要求，巫溪栽
培点波叶金桂的鲜花符合食用标准；3个栽培点波叶
金桂鲜花的钾含量远高于其他3种微量元素含量；钾
和铁含量均以巫溪栽培点最高，万州栽培点次之，恩
施栽培点最低，三者差异显著；钙含量也以巫溪栽培
点最高，万州栽培点次之，恩施栽培点最低，但三者
差异不显著；镁含量以万州栽培点最高，巫溪栽培点
次之，恩施栽培点最低，但三者差异不显著。可见，
总体上以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重金属含量符
合食品标准要求，且矿质元素含量较高。

矿质元素
Mineral element
铁 Fe

镁 Mg

钙 Ca

钾K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40.80±1.80a
9.63±3.20b
1.10±0.45b
647.70±23.60a
207.90±19.80b
99.50±16.50b
4546.50±342.70a
2212.60±347.20b
1658.30±231.60b
6521.30±236.70
7263.90±562.80
7968.70±820.90

综上所述，尽管巫溪栽培点土壤中钾含量显著
低于万州栽培点，但在叶片中高于万州栽培点，在鲜
花中显著高于万州和恩施栽培点，说明钾元素易在
土壤和波叶金桂树体中移动，通过施肥和改良土壤
能有效补充波叶金桂生长土壤中钾的不足；而土壤
中铁含量较其他元素含量高，在叶片和鲜花中迅速
降低，说明土壤中的铁元素易固定，向波叶金桂树体
移动性较差，树体需求量也较少。
2. 2 波叶金桂的生长能力及鲜花的营养成分
2. 2. 1 波叶金桂的年生长量比较 由表5可知，
3个
栽培点波叶金桂的起始株高在278.52~291.53 cm，相
互间差异不显著；生长一年后株高增长量以万州栽
培点最高，巫溪栽培点最低，其中万州栽培点的株高
年增长量显著高于巫溪栽培点，与恩施栽培点差异
不显著；每枝条的抽梢数为2.43~2.88枝，相互间无显
著差异；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的新梢平均长度、总发
枝数和年生长量均显著高于巫溪和恩施栽培点，表
明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的营养生长最旺盛；巫溪栽
培点波叶金桂的单株全年鲜花产量为3.21 kg，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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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重金属与矿质元素含量比较
Table 4 Content comparison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and mineral elements content in the flowers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重金属元素
Heavy metal element
汞 Hg

镉 Cd

铅 Pb

砷 As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66±0.17
0.11±0.08
0.53±0.21

临界标准（mg/kg）
Critical standards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10
0.10
0.10
0.50
0.50
0.50

矿质元素
Mineral element
铁 Fe

镁 Mg

钙 Ca

钾K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万州
巫溪
恩施

含量（mg/kg）
Content
27.60±1.45b
151.60±23.60a
0.79±0.23c
521.60±67.40
469.30±34.60
409.10±56.80
889.70±98.50
920.80±123.50
690.20±76.80
35751.80±2341.60b
47445.00±2019.40a
22026.90±894.60c

表 5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树体的年生长量比较
Table 5 Annual growth comparison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栽培点
Planting
place
巫溪 Wuxi
恩施 Enshi
万州 Wanzhou

起始株高
株高年增长量
（cm）
（cm）
Initial tree
Annual increase
height
of tree height
289.56±12.52
14.32±2.56b
278.52±15.20 15.48±2.06ab
291.53±12.23
16.32±3.28a

每枝条抽梢数（枝） 新梢平均长度
New shoots
（cm）
per branch
Average length
（shoot）
of new shoot
2.43±1.60
15.61±2.06b
2.88±1.81
16.85±2.21b
2.66±2.52
18.27±3.16a

高于恩施和万州栽培点，即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的
生殖生长最旺盛。
2. 2. 2 波叶金桂叶片的年光合能力对比 从图1A1可看出，万州栽培点的波叶金桂在3月初已萌发
新叶，4月测定时新叶Pn达2.50 μmol/（m2·s）；巫溪栽
培点的波叶金桂在3月底才萌发新叶，4月测定时新
叶Pn仅为0.60 μmol/（m2·s）；恩施栽培点的Pn居中，为
1.20 μmol/（m2·s）；在4—8月，各栽培点波叶金桂新
叶 Pn 随气温的升高而升高，到8月初升至峰值，10月
测定时有所下降，到12月进入全年的低谷期；万州和
恩施栽培点波叶金桂新叶Pn在6月1日测定时显著高
于巫溪栽培点，其他各测定时间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
新叶Pn间无显著差异。从图1-A2可看出，在2—6月，
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Pn均低于万州和恩施栽培
点，但差异不显著；在8月，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
Pn比6月测定时有所降低，巫溪栽培点老叶Pn高于万
州和恩施栽培点；6—8月各栽培点老叶 Pn 均维持在
较高值，8月后均迅速降低，但3个栽培点间差异不显
著。从图1-B1可看出，在4月1日—12月1日，波叶金
桂新叶 Gs 在万州和恩施栽培点间无显著差异，但二
者显著高于巫溪栽培点；各栽培点波叶金桂新叶 Gs
最高值均在10月出现，此后迅速降低。从图1-B2可
看出，在测定时间段，各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Gs均呈
升高—降低—再升高—再降低的变化趋势，2个Gs高
峰分别出现在6和10月，3个栽培点在这2个时间测定
的波叶金桂老叶 Gs 差异显著，其他时间测定的 Gs 无
显著差异。从图1-C1可看出，各栽培点波叶金桂新

总发枝数（个） 年生长量（cm）
Number of
Growth
branch
quantity
（branch）
in a year
328.52±25.20b 5128.20±1173.95b
278.50±32.18b 4692.73±1299.95b
334.28±45.21a 6107.30±2168.04a

单株全年花量
（kg）
Flower amount
per plant in a year
3.21±0.85a
2.68±1.03b
2.78±1.20b

叶Tr随着测定时间变化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在8月升至最高值后迅速降低，但各时间测定的
波叶金桂新叶Tr在3个栽培点间差异不显著。从图1C2可看出，各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 Tr 随着测定时间
的变化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在8月升至最
高值后迅速降低，但各时间测定的波叶金桂老叶 Tr
无显著差异。从图1-D1可看出，各栽培点波叶金桂
新叶Ci随着测定时间的变化均呈升高—降低—升高
的变化趋势，各时间测定Ci在4月最低，3个栽培点间
差异显著，其中万州栽培点显著高于另外2个栽培
点。从图1-D2可看出，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 Ci
在8月显著高于恩施和巫溪栽培点；万州栽培点波叶
金桂老叶Ci随着测定时间的变化呈降低—升高—降
低—升高的变化趋势，2个低谷分别出现在6和10
月，恩施和巫溪栽培点的Ci呈降低—升高变化趋势，
低谷均出现在8月。随着温度的升高，
波叶金桂进行
光合作用消耗CO2增多，Ci降低，但在老叶中8月（8月
万州栽培点的气温超过38 ℃）与6月和10月相比未
有降低，说明高温对老叶Ci的影响较明显。
综上所述，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光合参
数在2—12月大部分时间出现较多的高值，仅8月的
高温对其老叶 Gs 和 Ci 具有抑制趋势；光合参数在新
叶中一年的变幅与老叶存在差异，说明新叶对高温
感应的灵敏性相对较弱。
2. 2. 3 波叶金桂鲜花的部分营养成分比较 从图
2可看出，各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水分含量无显
著差异；巫溪和恩施栽培点鲜花的β胡萝卜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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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光合作用参数的月变化趋势
Monthly change trends of photosynthesis parameters in leaves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A1：
新叶Pn；
A2：
老叶Pn；
B1：
新叶Gs；
B2：
老叶Gs；
C1：
新叶Tr；
C2：
老叶Tr；
D1：
新叶Ci；
D2：
老叶Ci。
同一测定时间点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A1：
Pn of new leaf；A2：Pn of old leaf；B1：Gs of new leaf；B2：Gs of old leaf；C1：Tr of new leaf；C2：Tr of old leaf；D1：Ci of new leaf；D2：Ci of old leaf.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measuring time point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万州栽培点；恩施栽培点

3 讨论

鲜花的总黄酮含量显著高于万州和巫溪栽培点，
万州

3. 1

栽培点与巫溪栽培点无显著差异。说明波叶金桂营
养生长强弱与鲜花中总黄酮含量高低无直接相关性，
花量受树体营养及外界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

不同栽培点桂花树体矿质元素含量的差异
本研究中，3个波叶金桂栽培点根际土壤的铁
元素含量均远高于镁、钙和钾含量，叶片和鲜花的钾
和钙含量远高于镁和铁含量；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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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部分营养成分比较
Nutritional components comparison of fresh flowers of Boyejingui from three planting places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叶片的铁元素含量显著高于另外2个栽培点，但巫溪
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的铁含量显著高于另外两个栽
培点，说明铁元素在不同栽培点波叶金桂器官中的
转移能力存在差异；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的镁
含量显著高于另外2个栽培点，但镁含量在3个栽培
点鲜花中无显著差异，而巫溪栽培点的鲜花产量最
高，说明镁从叶片转移至花中不完全同步，与张亚晨
（2018）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表明，波叶金
桂花期叶片的钾含量较低，而鲜花的钾含量较高，说
明钾元素更容易在波叶金桂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
聚集，与陈洪国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张亚晨
（2018）研究发现，钾浓度小于25.00 mg/kg时对豇豆
根中的镁含量具有协同作用，超过该浓度则产生拮
抗作用，本研究中钾元素含量在同一栽培点波叶金
桂的根际土壤、叶片和鲜花中依次增加而镁元素依
次减少是否与拮抗效应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总体来看，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鲜花中铁和钾含量
显著高于万州和恩施栽培点，其年产鲜花量也高于
万州和恩施栽培点，说明矿质元素是影响桂花花芽
分化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环境条件、內源激素和
核酸含量及基因调控等对桂花花芽分化的影响还需
进一步探究。
3. 2 波叶金桂营养生长和光合能力与花量及成分
含量的关系
本研究调查3个栽培点波叶金桂的起始株高为
278.52~291.53 cm，三者差异不显著，而一年后万州
栽培点波叶金桂营养生长的大部分参数显著高于巫
溪和恩施栽培点，与桂花较喜阳光，在全光照下其枝
叶生长茂盛（徐广平等，2013）及万州栽培点波叶金
桂叶片生长较早有一定关系。观察发现，万州栽培
点校园中植被密度较小，通风条件较佳，2019年4月1
日气温为15~22 ℃，此时新梢平均长度已达15 cm，
甚至有些超过25 cm，而巫溪栽培点同期气温为12~

20 ℃，
新梢刚萌叶不久。
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的单株全年鲜花量为
3.21 kg，显著高于恩施和万州栽培点，与徐广平等
（2013）研究认为桂花花芽分化对气温、相对湿度等
环境条件虽无特殊要求，但持续一定时间的相对低
温能显著促进其花芽分化、
增加开花量的观点一致。本
研究观察发现，巫溪栽培点在冬季有1个多月0 ℃以
下的低温，而万州栽培点冬季维持0 ℃以下温度的
天气只有数天，说明巫溪栽培点冬季低温下桂花叶
片对异常低温有较高的抗逆性，衰老程度不严重，在
适度低温下叶片通过矿质元素含量与生理指标的相
互协调，表现出有利于花芽分化的效应；在开花前期
的8月，巫溪栽培点适度的高温（不超过33 ℃，明显
低于万州栽培点的38 ℃高温）对波叶金桂花芽生长
非常有利。
本研究中，随着气温的升高，3个栽培点全年6
个时间点测定的波叶金桂叶片 Pn、Ci 和 Tr 在2—12月
逐渐升高，在8月前后开始降低，新叶的这3个指标从
8月后高于老叶，其中，万州栽培点的Pn最高，Ci也最
高，但在8月该栽培点波叶金桂老叶Ci比6月高，说明
极限高温（38 ℃以上）对万州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
的气孔开放产生抑制作用，与吴青青（2015）对3种阔
叶树的研究结果相似。张成军等（2005）研究也表
明，干旱和高温（夜间30 ℃）可降低银杏对光的适应
范围，银杏光能利用效率变低，Gs下降，Pn降低，说明
极端高温对光合作用具有抑制作用。
叶片光合速率排序为成熟叶（平均生长期3~4
个月）>新叶（平均生长期1~2个月）>老叶（平均生长
期在6个月以上），成熟叶的功能最完整，是光合作用
的主要贡献者（衣宁等，2014；吴青青，2015）。本研
究中，波叶金桂新叶 Pn 自8月后高于老叶，此时叶龄
为4~5个月，已经成为成熟叶，其各项功能均已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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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水平。从营养成分角度来看，植物新展开叶与老
叶间光合速率的差异随磷浓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牛芳华和李志辉，2015），本研究中未调查磷元素含
量，有待今后继续开展研究探讨。

4 结论
重庆市巫溪栽培点波叶金桂叶片和鲜花的重
金属含量不超标，达食用标准要求，鲜花年产量显著
高于万州和恩施栽培点，
其中鲜花的矿质元素含量、
β
胡萝卜素含量和总黄酮含量均较高，因此，重庆市巫
溪是较适宜生产波叶金桂鲜花的栽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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