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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搭建遮阴棚设置 ５ 个遮光水平(遮光率分别为 ０、３０％、５０％、７０％、９０％)ꎬ研究遮光率对辣木株高、茎粗、生物量分配及叶
片矿质元素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ꎬ３０％ ~７０％遮光率处理对辣木株高无显著影响ꎬ但茎粗显著低于全光照处理.９０％遮光率处理辣
木生长发育严重受限ꎬ株高和茎粗为对照植株的 ４９.９９％和 ３０.４５％ꎬ植株存活率为 ５％.遮光使辣木植株总生物量降低ꎬ但使辣木叶

和茎生物量分配比增加.７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叶片 Ｃａ 和 Ｆｅ 的含量最高ꎬ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５０％遮光率处理的 Ｍｇ 含量最高ꎬ
比对照提高 ３３.３３％.辣木叶片 Ｚｎ 含量随着遮光率的增大而升高ꎬ在 ７０％遮光率时最高.辣木叶片 Ｃｕ 含量随着遮光率的增大而降
低ꎬ对照叶片 Ｃｕ 含量最高ꎬ各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因此ꎬ在不影响辣木植株正常发育的前提下ꎬ根据辣木种植目的要求ꎬ适度遮
阴既可以增加辣木茎叶生物量ꎬ又有利于辣木叶片 Ｃａ、Ｍｇ、Ｍｎ 和 Ｚｎ 的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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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Ｍｏｒｉｎｇａ 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Ｌａｍ.)为辣木科(Ｍｏｒｉｎｇａｃｅａｅ)、辣木属(Ｍｏｒｉｎｇａ Ａｄａｎｓ)多年生速生小乔木ꎬ耐旱、耐贫

瘠ꎬ原产于印度、非洲等热带地区ꎬ在我国云南、海南、四川、福建等地也都进行了引种栽培[１－３] .辣木作为全营养
植物既可供人类食用ꎬ亦可作为动物饲料ꎬ应用前景广阔.辣木全株几乎都具有食用价值ꎬ其嫩叶富含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ꎬ既可做鲜食蔬菜ꎬ亦可制成干粉作为营养补充物使用[４ꎬ５] .辣木荚果和种子含有
的硫代氨基甲酸盐和异硫氰酸盐糖甙ꎬ具有降低心脏收缩率、降低血压、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６ꎬ７] . 辣木叶风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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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粗蛋白含量在 ２５％以上ꎬ高于苜蓿ꎬ可作为优质动物饲料[８ꎬ９] .光照是影响作物生长发育和品质形成的关键因
素之一ꎬ光照条件的改变直接影响作物生育进程[１０－１３] .不同作物对光照需求不一ꎬ而同一个作物根据其栽培目的
的不同ꎬ对光照的需求也存在差异[１４ꎬ１５] .研究表明[１６] ꎬ５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幼苗健壮、叶色深绿ꎬ成活率最高.同
时可根据气候条件实现辣木的区域化种植ꎬ建立不同目的的辣木种植基地[１７] .为探讨辣木在海南地区的适宜种
植范围ꎬ以及不同种植模式的建立提供基础ꎬ本研究以辣木种子苗为材料ꎬ通过测定不同遮光率处理下辣木植株
生长ꎬ生物量分配ꎬ叶片营养物质含量ꎬ分析辣木对不同遮光处理的生理响应ꎬ探讨辣木适宜种植的光强范围ꎬ
从而为辣木的栽培提供依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选择均匀一致的辣木种子苗为试验材料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移栽入 ４ 个遮阴棚和裸地对照ꎬ移栽初始苗

高平均值为 ３１.２１ ｃｍꎬ茎粗为 ２.６２ ｃｍ.

１.２

方法

试验共设置 ５ 个处理:全光照ꎬ３０％、５０％、７０％、９０％遮光率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在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苗圃( １９°３２′５５″Ｎꎬ１０９°２８′３０″Ｅ) 进行. 遮阴方式采用黑色遮阴网搭建成东西走
向ꎬ长 ×宽 ×高为 ３５ ｍ × ５ ｍ × ４ ｍ 的遮阴棚ꎬ遮阴棚开口位于东面ꎬ遮阴棚之间间距为 ５ ｍ.将辣木种子苗移
栽入盆钵ꎬ分别置于裸地对照(０ 遮光率) 和 ４ 个遮光率阴棚ꎬ每个处理 ６０ 株.于移栽后 ３０、７５、１２０ ｄ 测定
其株高、茎粗ꎬ于移栽后 １２０ 测定其植株生物量ꎻ于移栽后 １２０ ｄ 取辣木叶片测定矿质元素含量.

叶片选取标准:辣木植株主枝从顶部一叶一心的嫩梢部分计算ꎬ取第 ３、４ 片叶为样品.所取鲜样去除

叶柄后置于烘箱内 ８０℃ 烘干、粉碎ꎬ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辣木叶片中钙、镁、铁、锰、铜和锌含量.辣
木样品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栽培学科重点实验室完成测定.
１.３

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ꎬ 在 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统计水平上采用 ＬＳＤ

法进行方差分析.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不同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生长表现
于辣木苗移栽后 ３０、７５ 和 １２０ ｄ 进行植株存活率统计( 图 １) .辣木植株在 ３０％ ~ ７０％遮光率处理下ꎬ

移栽后 ３０、７５ 和 １２０ ｄ 成活率均接近 １００％.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存活率随移栽后天数增加而逐步
降低ꎬ移栽后 ３０、７５ 和 １２０ ｄ 辣木植株存活率依次为 ６０.００％、４３.３３％和 ５.００％.

Ｆｉｇ.１

图１

不同遮光处理的辣木植株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如图 ２ 所示ꎬ移栽后 ３０ 和 ７５ ｄꎬ３０％、５０％和 ７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株高与对照无显著差异.移栽后

１２０ ｄꎬ辣木株高随遮光率的增大而升高(９０％遮光率除外) ꎬ５０％ 和 ７０％ 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株高比对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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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加 ２４.３０％和 ３５.８７％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３０％遮光处理的辣木株高比对照增加 １８.９１％ꎬ差
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Ｆｉｇ.２

图２

不同遮光率处理对辣木植株株高的影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如图 ３ 所示ꎬ辣木植株茎粗随遮光率增大而降低.移栽后 ３０ ｄꎬ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粗比对

照降低 ３.０４％ꎬ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移栽后 ７５ 和 １２０ ｄꎬ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粗比对照分别降
低１４.８８％和 １２.８１％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５０％和 ７０％遮光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粗在移栽后 ３０、７５

和 １２０ ｄ 均显著低于对照( Ｐ<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生长发育严重受限ꎬ存活植株的株高和茎粗均
显著低于对照和其它处理ꎬ约为对照植株株高和茎粗的 ４０％和 ３０％.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２.２

Ｆｉｇ.３

图３

不同遮光率处理对辣木植株茎粗的影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ｓｔ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不同遮光率处理对辣木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如表 １ 所示ꎬ辣木植株根生物量随遮光率增大而降低ꎬ３０％和 ５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根生物量与

对照无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 .７０％ 遮光处理的辣木植株根物量比对照降低 ４４.３９％ꎬ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根物量比对照降低 ８３.６２％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辣木植株茎生

物量和叶生物量随遮光率增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５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生物量达最大值ꎬ比

对照增加 ４.３２％ꎬ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生物量最小ꎬ比对照降低 ７１.９０％ꎬ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叶生物量达最大值ꎬ比对照增加 ０.７０％ꎬ差异不
显著( Ｐ>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叶生物量为 ０ꎬ叶片脱落.辣木植株总生物量随遮光率增大而降
低ꎬ３０％、５０％和 ７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总生物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ꎬ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
木植株总生物量比对照降低 ７８.２６％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

 ８２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遮光率 / ％

根生物量 / ｇ

遮阴对单株辣木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茎生物量 / ｇ

叶生物量 / ｇ

总生物量 / ｇ

０

２８３.７０±５０.６１ａＡ

４３４.０７±１０９.８２ａＡ

５７.００±３.１８ａＡ

７７４.７７±１５４.６３ａＡ

５０

１９７.６３±８２.３２ａｂＡ

４５２.８３±２７.３１ａＡ

５７.１３±６.１３ａＡ

７０７.６０±８７.０８ａＡ

３０

２３１.２６±３３.４２ａｂＡ

７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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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２７±１１４.００ａＡ

１５７.７７±３６.２７ｂＡＢ

９０

５７.４０±５.１２ａＡ

３８１.３±６８.７１ａＡ

４６.４７±１０.２６ｃＢ

４６.２１±５.７０ｂＡ

１２１.９７±３０.５８ｂＢ

０.００±０.００ｃＢ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７２９.９３±１４９.３７ａＡ
５８５.２８±１０５.６８ａＡ
１６８.４３±４０.３７ｂＢ

如表 ２ 所示ꎬ辣木植株生物量根分配比随遮光率增大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ꎬ７０％ 遮光率处理最低ꎬ

比对照降低 ２６.８３％ꎬ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ꎬ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根生物量分配比和与对照无
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辣木植株生物量茎分配比随遮光率增大而增加ꎬ９０％遮光率处理时最高ꎬ比对照增加

２９.９１％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１) . ５０％ 和 ７０％ 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生物量分配比较对照增加

１５.９０％和 １７.０５％ꎬ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茎生物量分配比与对照无显著
差异( Ｐ>０.０５) .辣木植株生物量叶分配比随遮光率增大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ꎬ５０％遮光率处理最高ꎬ比
对照增加 ８.０６％ꎬ差异不显著( Ｐ > ０.０５) .３０％ 和 ７０％ 遮光率处理ꎬ辣木植株叶生物量分配比较对照增加

５.４２％和 ５.０２％ꎬ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ꎬ辣木植株叶片脱落ꎬ叶生物量为 ０.辣木植株根茎
比随遮光率的增大而降低ꎬ９０％遮光率处理最低ꎬ比对照降低 ４２.４２％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７０％

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根茎比较对照降低 ３７.８８％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３０％和 ５０％遮光率处理
的辣木植株根茎比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遮光率 / ％

根分配比

茎分配比

叶分配比

根茎比

３６.７５±２.３３ａＡ

５５.６７±３.５１ｃＢ

７.５７±１.６４ａＡ

０.６６±０.０８ａＡ

５０

２７.３０±９.１０ｂＡ

６４.５２±７.５１ｂＡＢ

８.１８±１.５９ａＡ

０.４４±０.１８ａｂｃＡＢ

３１.９６±２.７２ａｂＡ

７０

２.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０

３０

１)

遮光率对辣木植株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１)

６０.０６±３.２７ｂｃＢ

２６.８９±２.８５ｂＡ

９０

７.９８±０.９２ａＡ

６５.１６±２.４０ａｂＡＢ

２７.６８±１.８５ｂＡ

７.９５±０.６２ａＡ

７２.３２±１.８５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０.５３±０.０７ａｂＡＢ
０.４１±０.０６ｂｃＢ
０.３８±０.０４ｃＢ

不同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叶片矿质元素含量
遮光处理 １２０ ｄ 后辣木叶片中钙含量以 ７０％遮光率处理最高ꎬ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Ｍｇ 含

量以 ５０％遮光率处理最高ꎬ比照相提高 ３３.３３％ꎬ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３０％和 ７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叶片
Ｍｇ 含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９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生长受限明显ꎬ移栽后 １２０ ｄ 仅余 ３ 株存活ꎬ
且植株叶片基本全部脱落ꎬ因此ꎬ叶片矿质元素含量测定未包含 ９０％遮光处理.
表３

遮光率 / ％
０

１)

３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 / ％

Ｃａ ａｎｄ Ｍ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ｔｅｉｆｅｒ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１.３１±０.１３ａＡ

Ｍｇ / ％

遮光率 / ％

０.３４±０.０３ｂＡ

７０

０.３０±０.０３ｂＡ

１.２７±０.２４ａＡ

５０

Ｃａ / ％

１.３０±０.１０ａＡ
１.３４±０.０６ａＡ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表４

遮光率 / ％
０

３０
５０
１)

遮阴对辣木叶片 Ｃａ 和 Ｍｇ 含量的影响 １)

７０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ｇ / ％

０.４０±０.０２ａＡ

０.３２±０.１２ｂＡ

遮阴对辣木叶片 Ｆｅ、Ｍｎ、Ｃｕ 和 Ｚｎ 含量的影响 １)

Ｆｅꎬ Ｍｎꎬ Ｃｕ ａｎｄ Ｚ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ｅ / ( ｍｇｋｇ －１ )

Ｍｎ / ( ｍｇｋｇ －１ )

Ｃｕ / ( ｍｇｋｇ －１ )

Ｚｎ / ( ｍｇｋｇ －１ )

１７１.６５±１７.８０ｂｃＢＣ

７８.４６±５.１２ａｂＡ

５.００±０.２４ｂＢ

４２.８７±４.３５ａｂＡ

１８７.５４１５.１６ｃＣ

２１５.８０±８.１３ａｂＡＢ
２４１.１６±３１.２４ａＡ

６７.５７±１３.４９ｂｃＡ
７９.６８±１.４３ａＡ
６５.３２±２.４４ｃＡ

５.７５±０.５８ａＡ
４.６１±０.０９ｃＢ

３.７９±０.１２ｄＣ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

３９.２３±６.４２ｂＡ

４５.５５±４.３３ａｂＡ
４９.１９±２.４６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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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

辣木叶片微量元素含量对遮阴的响应差异较大.辣木叶片 Ｆｅ 含量随遮光率增大呈先降低后增加的趋

势ꎬ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叶片 Ｆｅ 含量最低ꎬ较对照降低 ８.４７％ꎬ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７０％ 遮光率处理
的辣木叶片 Ｆｅ 含量最高ꎬ较对照提高 ２８.５９％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５０％ 遮光率处理的辣木叶片
Ｆｅ 含量较对照提高 １５.０７％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辣木叶片 Ｍｎ 含量随遮光率增大呈先增加后降
低的趋势ꎬ在 ５０％遮光率时最高ꎬ较对照增加 １７.９２％ꎬ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３０％和 ７０％遮光率处理
的辣木叶片 Ｍｎ 含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辣木叶片 Ｃｕ 含量随着遮光率的增大而降低ꎬ对照辣木
植株叶片 Ｃｕ 含量最高ꎬ３０％ 遮光率处理 的 叶 片 Ｃｕ 含 量 较 对 照 降 低 １３. ０４％ꎬ 差 异 达 极 显 著 水 平 ( Ｐ <

０.０１) ꎬ５０％遮光率处理的叶片 Ｃｕ 含量较对照降低 １９.８３％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ꎬ７０％遮光率处理

的叶片 Ｃｕ 含量较对照降低 ３４.０９％ꎬ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 辣木叶片 Ｚｎ 含量随着遮光率的增大而
增加ꎬ７０％遮光率处理最高ꎬ较对照增加 ３５.２９％ꎬ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ꎬ３０％和 ５０％遮光率处理的辣
木叶片 Ｚｎ 含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

３

讨论

遮阴后植株生物量优先分配至地上部分ꎬ主要表现为植株茎秆伸长ꎬ株高增加ꎬ叶面积增大等 [１８ꎬ１９ꎬ２０] .

有研究表明 [２１] ꎬ半遮阴条件下的辣木植株的苗高ꎬ地茎及成活率最高.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辣木植株的株高
和茎粗受遮光率和株龄的双重影响.中低强度遮光率(３０％ ~ ７０％) 处理下ꎬ辣木植株株高在生长前期( 移
栽后 ３０ 和 ７５ ｄ) 不受影响ꎬ在生长后期( 移栽后 １２０ ｄ) 遮阴处理株高显著高于对照( Ｐ < ０. ０５) . 高强度
(９０％) 遮光率处理下的辣木植株生长缓慢ꎬ移栽后 ７５ 和 １２０ ｄ 株高显著低于对照组.辣木植株茎粗受遮光
率影响较株高更明显ꎬ移栽后 ７５ 和 １２０ ｄꎬ各遮光率处理辣木植株茎粗均显著低于对照( Ｐ<０.０５) .表明持
续的中低强度遮光处理下ꎬ辣木植株通过增加株高ꎬ减少茎粗等表型变化来适应环境从而保持正常生长能
力ꎬ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１ꎬ２２] .

已有研究表明ꎬ随着光照强度的降低ꎬ植物光合作用减弱ꎬ生物量减少ꎬ生物量分配比改变 [２３] .本研究

结果显示ꎬ遮阴处理使辣木总生物量降低ꎬ但除 ９０％遮光率处理外ꎬ各处理间差异并不显著( Ｐ>０.０５) .遮
阴虽使辣木植株总生物量降低ꎬ但其茎和叶生物量则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５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
株茎生物量达最大值ꎬ３０％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株叶生物量达最大值ꎬ但与对照和其它处理( ９０％ 遮光率
除外) 相比均无显著差异.遮阴对辣木植株影响最大的为生物量分配比ꎬ５０％ 和 ７０％ 遮光率处理的辣木植

株茎生物量分配比显著高于对照ꎬ而根生物量分配比显著低于对照.有研究表明 [２４] ꎬ随光照水平的减弱ꎬ
植株根部的光合产物沉积变少ꎬ减少甚至放弃生殖分配ꎬ保证茎、叶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以促进光合作用
或逃离阴蔽环境ꎬ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辣木植株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ꎬ在 ５０％ ~ ７０％ 的遮阴下
依然能保持旺盛的营养生长能力.但由于试验时间限制ꎬ遮阴对辣木植株生殖生长的影响未做分析ꎬ需要
进行后续研究ꎬ为辣木差异化生产种植基地的建立提供依据.

遮阴处理会改变植物体内矿质元素组成和含量 [２５－２７] .研究表明 [２８] ꎬ遮阴可使小麦的大多数矿质元素

含量升高.烟草根茎叶中大多数矿质元素含量随光照强度的降低而升高ꎬ但总的矿质养分含量降低 [２９] .胶
园林下弱光环境可以提高玫瑰茄花萼中 Ｎ、Ｐ、Ｋ、Ｆｅ、Ｚｎ 含量 [３０] .矿质元素含量是辣木叶片重要的品质指
标ꎬ遮阴处理 １２０ ｄ 的辣木叶片中 Ｃａ、Ｍｇ、Ｆｅ、Ｍｎ 和 Ｚｎ 含量都有所提高.这表明适度的遮阴有利于辣木叶
片中矿质元素的富集.

综上可知ꎬ适度的遮阴可以促进辣木植株茎叶的生长和辣木叶片中矿质元素的积累.因此ꎬ在生产中

主要以生产辣木的根、茎、叶为主的生产种植基地ꎬ可采用 ３０％ ~ ５０％的遮阴处理以提高其产量.同时在生
产中也可充分利用林下资源ꎬ将辣木种植于疏林地带ꎬ降低种植成本ꎬ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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