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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球上生命最必需的东西？当然是水；但也可能是光，提升植物光合

作用对生物体是有益的。然而光合作用仅利用了到达地球的太阳能的很小一部分

（在最佳条件下为 5%到 6%，平均不到 1%）。这些光能每年可从大气 CO2 中固

定 1150 至 1200 亿吨碳到生物质中（请参阅 光合作用中碳的路径）。在地质历

史时期，这一过程使得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得以生成，这些化石燃料

提供了我们现代社会能源消耗的 80%（请参阅 原油：生物起源的证据）。那么光

合生物是如何收集太阳能的？它们又是如何回收太阳光所含的能量的？作为叶

绿体的太阳能收集器是如何工作的？ 

1.自养和光合作用 

“1771 年 8 月 16 日，我在一个透明的封闭空间中放了一株薄荷，在密闭的

空气中点燃一支蜡烛燃烧直到很快熄灭。27 天后，我用凸透镜将日光束聚焦到

烛芯上，再次点燃了熄灭的蜡烛，它在以前无法燃烧的空气中燃烧得很好。”这



就是约瑟夫· 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实验报告（参见光合作用的一些

先驱），该实验让他发现了氧气并揭示了绿色植物新陈代谢的基础*：即光合作

用。 

1.1 什么是光合作用？ 

 

图 1.全球光合作用模式。 

[背景图片来源：Reculée des Planches, Jura, France © Pierre Thomas, Planet-Terre] 

（图 1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RESPIRATION 呼吸作用；Sugars 糖类；Plants, 

Algae 植物，藻类；Photosynthetic bacteria (autotrophes) 光合细菌（自养生物）；Sugars and 

other organic molecules 糖类及其他有机分子；Autotrophic and heterotrophic organisms 自养

与异养生物。 

这个代谢过程为光合作用的有机体（植物、藻类、蓝藻）提供了自养的机会。

由于光的作用，这些生物氧化水，释放氧气，并通过从周围环境（空气、土壤、

水生环境……）中吸收矿物质合成有机物（生物质）来固定二氧化碳。以下方程

式总结了该光合作用的过程（图 1）： 

n [CO2（二氧化碳）+ H2O（水）] + 太阳能→(CH2O)n（糖）+ n O2（氧气） 

蓝藻的祖先原核生物（出现在超过三十亿年前前寒武纪的原始海洋中）是第

一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参考 生物圈，一个主要的地质参与者）。他们利

用太阳能生成氧气，使氧气在环境中缓慢积累，从而引发了一场真正的“进化革

命”。原始大气中氧气的富集导致了臭氧层的形成，臭氧层可保护地球免受太阳



紫外线的辐射，从而导致了气候变化和地壳成分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使细菌、动

植物以新生命的形式得以在各大洲定居[1]。 

1.2 叶绿体，光合作用的器官 

 

图 2.在灯光下的枫叶。 

[图片来源：雅克·乔亚德拍摄] 

光合作用发生在高等植物的叶片、藻类*和单细胞微生物（藻类、蓝藻等）

中。绿色植物叶子的形状通常是扁平的，它面向光线的方向，以及它薄薄的结构，

使它成为太阳辐射的有效接收器（图 2）。 

叶细胞的细胞质中含有大量叶绿体（图 3）。这些细胞器高度分化并包含所

有叶绿素，专门用于完成光合作用[2]。在每克菠菜叶中，约有 5 亿个叶绿体。平

均而言，近 60%的叶片蛋白质位于叶绿体中。 

视频“叶绿体在远端细胞中的运动”：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1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2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app/uploads/2020/02/photosynthese_fig2.jpg


 

图 3.叶绿素细胞（此处为水生苔藓寒地走灯藓的叶子）。每个细胞都由细胞壁分隔，包含

一个细胞核，一个液泡和一个中包含各种细胞器官的细胞质，其中包括大量叶绿体（绿色

细胞器）。 

[图片来源：Kristian Peters — Fabelfroh / CC BY-SA 3.0] 

 

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图 4），叶绿体类似一个卵形圆盘，长 7 至 8 微米，

直径 2 至 3 微米。它包括三个部分： 

⚫ 叶绿体膜，双膜系统（由内膜和外膜组成，之间由膜间隙分隔），划分成

不同的叶绿体； 

⚫ 类囊体，扁平袋状的膜网；通常堆积在基粒中，由基粒片层连接在一起。

由类囊体膜包围的内部空间称为腔体。 

⚫ 叶绿体基质是受膜限制的空间，类囊体处在基质中。在电子显微镜下，它

具有颗粒状外观。它包含许多酶，DNA，蛋白质合成部分（核糖体）和一

些脂肪粒。 

光合作用在这些不同的区室中协调发生： 

⚫ 初级反应阶段发生在类囊体内，包括光的吸收和氧的释放（ 参考焦点：

Z 作为光合作用）； 

⚫ 然后在基质内进行二氧化碳的固定和有机碳分子的合成（参考：光合作

用中碳的路径）；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app/uploads/2020/02/photosynthese_fig3-cellules-chlorophylliennes.jpg


⚫ 叶绿体与其细胞环境之间的分子运输涉及到叶绿体膜的作用（参考 焦点：

是蔗糖还是淀粉？）。它为生物质合成提供营养。 

有关叶绿体各部分的成分和功能可在“SUN Chloroplast E-book”网站上获得：

http: //www.markhoelzer.com/SUN-chlorophyllEbookWorking/chloroplast.html 

 

 
图 4.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叶绿体（上）。细胞壁、线粒体（细胞呼吸的部位）和叶绿体

（光合作用的部位）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叶绿体中有非常明显的类囊体（单粒，复数粒）和

粒间片层。下面是叶绿体的示意图。 

[图片来源: 第一张图片，Eldon Newcomb 拍摄，©威斯康星大学董事会；第二张图片，©叶

绿体照片 [http://at-chloro.prabi.fr/at_chloro/] 

 

2.叶片是太阳能的收集器 

http://www.markhoelzer.com/SUN-chlorophyllEbookWorking/chloroplast.html


2.1 为什么叶子是绿色的？ 

多数叶子是绿色的，少数会有白色或彩色部分。它们为什么是绿色的？这个

问题的答案似乎很简单：因为它们含有叶绿素（参考： 叶片的颜色）。 

但事情要复杂一些，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视觉和大脑协调的特殊特征。我们

只看到激活我们视网膜细胞中受体的电磁光谱的波长。这些接收器对 3 种颜色

（蓝色、绿色和红色）很敏感，并能检测环境中物体反射到眼睛里的光。它们使

我们能够看到彩虹光谱中无限种深浅不一的颜色（紫色，靛蓝，蓝色，绿色，黄

色，橙色，红色）[3]。但是，各种各样的色盲无法区分所有的颜色，最常见的混

淆的颜色是绿色和红色。每个动物物种都有其特定的视力范围（例如蜜蜂在紫外

线下才能看见），很少有动物能看到绿叶（参考： 光、视觉、生物钟，和天空的

颜色）。 

 

图 5.树叶吸收了除绿色外其它各种波长的可见光（左图）。各种形式的叶绿素的主要吸收

波长为 400 至 500 nm 和 600 至 700 nm 之间的光，但很少吸收波长在 500 至 600 nm 之间

的光。 

[右侧照片来源：叶绿素 a/b 的光谱特征，PNG: Daniele Pugliesiderivative work: M0tty / CC BY-

SA 3.0]. 

对于光合作用，光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例如一分子叶绿素 a（最丰富的

叶绿素形式）能有效地吸收紫色、红色、橙色和一些黄色的光。叶绿素 b 在光

谱的蓝色部分更有效。另一方面，它们吸收绿光的效率非常低，所以绿光被叶

片反射。这就是为什么叶子对我们来说叶片是绿色的（图 5）。如果光谱所有

范围地光都能被叶绿素很好地吸收，那么即使在白天植物对我们来说也会显得

很黑！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3


2.2 叶片需要多少光？ 

实际上，叶片吸收的阳光不到它们接收的阳光的 1%，因此，光照强度通常

不是限制因素[4]。但是非常强的光会导致叶片中能量过多，从而造成光抑制：形

成氧化胁迫*破坏光捕获结构（请参阅 植物如何应对高原反应？）。 

 

图 6.光合作用的量子效率和最大效率与光强度的函数关系。 

[图片来源：改编自参考文献[5]。] 

光照是光合作用的驱动力。在实验上，我们观察到光合作用强度随光照强度

的增加而稳定增加。但是，高强度时会发生饱和：某些反应变成了限制因素（例

如 CO2 的浓度或温度）。这些实验观测结果揭示了两种反应的存在：一种是需要

光的反应（所谓的“光”或光化学反应），另一种可能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发生

的反应（不恰当地称为“暗”反应，而是生物化学反应)。 

1932 年，Emerson [5]和 Arnold 用持续数毫秒的强闪光照射小球藻（一种可

进行光合作用的单细胞绿藻），并证明了闪光提供的光能可使 2,500 个叶绿素分

子释放出一个氧气分子（图 6）。大约需要吸收 9 到 10 个光子才能产生这样一

个氧气分子。这对应于约 0.1 的量子效率，即释放的氧分子数与吸收的光子数之

比。这个实验引出了光合单元的概念，稍后将以光系统的特征来说明。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4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5


2.3 所有波长的光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吗？  

 

图 7.“艾默生效应”的表现：红色区域光合作用的量子效率下降仅在存在其他光（例如 600 

nm 的光）时得到补偿。该实验最初由艾默生（Emerson）和刘易斯（Lewis）进行，后来由

Govindjee 进行，他把吸附作用也考虑进去了，在参考文献[7]中有这样的实验。 

所有波长的光对光合作用的重要性都一样吗？19 世纪 Engelmann [6]在一个

实验中证实了光颜色的重要性。实验中用棱镜分离出不同颜色的光照射丝状藻类

（螺旋类），然后用好氧细菌的相对数量作为氧气产量的指示器。细菌密度最高

出现在蓝色和红色灯光照射的区域。 

根据不同波长测量光合作用活性表明，光合作用在整个可见光范围内都是有

效的，即使是叶绿素效率最低的 500-600 nm 范围内（见图 5）。这归因于同样能

够吸收光能的辅助色素。尤其是类胡萝卜素，它能吸收从紫色到红色波长范围内

的所有光。因此，所有色素实际上能吸收整个波长范围内的光能，并将其释放以

进行光合作用。 

然而艾默生和刘易斯发现，使用单色光照射叶绿体，在波长大于 680 nm 以

上时显示出量子效率的急剧下降（图 7）[7]，而叶绿素却能够在该光谱区域继续

吸收光能。这种效应被称为“红降”，表明在 680 纳米以上波长的光本身不能进行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6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7


光合作用（这里通过氧气的释放量来测量）。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向暗红

光中添加短波辐射（例如 600 nm）可以抑制这种红色下降。。这项实验表明存在

两个不同的色素系统，以后将其描述为两种光系统（光系统 I 或 PSI，以及光系

统 II 或 PSII）： 

⚫ 一种是不吸收超过 680 nm 的光并与氧气释放有关色素系统。 

⚫ 另一种是吸收波长超过 680 nm 的光并且不释放氧气的色素系统。 

这种协同效应表明，两种不同的系统在正常光照条件下协同反应，导致氧气

的释放。 

2.4 叶子中的色素如何组织？ 

 

图 8.类囊体膜中光系统的示意图。 

叶片的叶绿素不均匀的分布于类囊体膜内（见图 5），它与光系统中的蛋

白质相连，每个光系统围绕一个反应中心和一批光收集天线（图 8）。这些光

系统嵌入在组成类囊体膜的膜脂中。 



天线结合了蛋白质和大量的感光色素：叶绿素（每个光系统中约有 300 个

叶绿素分子），但不同的生物也会产生不同的色素，例如类胡萝卜素就存在于

一些植物的光系统中。像叶绿素一样，类胡萝卜素也参与了收集天线捕捉光能

的过程，然后将它们的能量转移到叶绿素。因此，光合作用首先是一种膜现

象！ 

3.从光子到电子：光如何变成电 

3.1 叶绿素和光能回收 

 

图 9.当处于稳定状态的色素分子（A）吸收光子时，来自中心轨道的电子传递到能量较高

的外围轨道，并且该分子达到激发态（B）。电子也可以返回其初始轨道，色素分子通过

发射光（荧光）和热量（C1）促使电子返回其基本状态。在收集天线内，受激发的颜料分

子可以通过共振将其能量传输到相邻分子，而几乎没有能量损失（C2）。 

各种天线色素（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主要吸收太阳辐射的可见光部分（图

5），并且在捕获光子后色素分子转换为激发态（图 9B）。[8] 叶绿素一旦被激

发，将通过以下三个过程返回到热力学更稳定的基态（图 8C）： 

⚫ 通过荧光过程发射光和热（图 9，C1）[9]。该机制在过量光照条件下起作

用，其中过量的光能以热量的形式消散。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8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hedding-light-on-photosynthesis/#_ftn9


⚫ 通过共振作用将能量转移到相邻分子上。色素分子之间高度接近性表明

这一反应的速度极快：它在不到 1 皮秒的时间内发生（即不到百万分之

一秒的百万分之一或 10 -12 s）。这种激发能量的转移方式几乎没有能量

损失。这就是天线色素（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如何将光带来的能量从

一个分子传递到另一个分子（图 9，C2），并传递到反应中心的特殊叶

绿素对中。 

⚫ 接收到能量后反应中心通过失去电子完成能量的转化。 

反应中心的核心是由一对特殊的叶绿素分子组成的（图 7）。这种叶绿素起

到能量捕获器的作用：接收由天线色素捕获的太阳光子所激发的能量。因此，天

线色素所吸收的所有光能都集中在这个特殊的色素对上。 

因此，被激发的“特殊”叶绿素对将电子转移到被称为初级受体的受体上（见

图 7），然后将其还原。这个“电荷分离”的叶绿素电子通过类囊体膜内侧运输

到叶绿体基质侧。因此，反应中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分子光载体。它的正极由带

正电荷的特殊氧化对形成。它的负极由带负电荷的还原分子组成：即初级受体。 

还原后的一级受体很快会在一系列串联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将电子传递

给另一个受体，以此类推，从而使得能量从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图 10）（请参考

Z 作为光合作用）。 

3.2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氧气从何而来?  



图 10.通过光和两个光系统，水中的电子被转移到 NADP+，形成 NADPH。水的氧化会在类

囊体腔中产生氧气和质子。电子传输链的功能-一系列的氧化还原过程-从类囊体内侧（腔）

到外侧（基质），形成质子的电化学梯度，使得 ATP 得以合成（请参考 ATP 合成）。 

但是，为了使系统保持正常功能，反应中心中特殊的叶绿素对必须回到其

基态。他们通过接受来自初级供体的电子来做到这一点。每个光系统的特征如

下： 

⚫ 通过一对叶绿素吸收特定波长的光（PSI 的最大值为 700 nm，PSII 的最

大值为 680 nm，因此其名称为 P700 和 P680）； 

⚫ 由每个光系统特定的主要供体和受体组成（图 10）。 

图 11. A. 暴露在短暂闪光下的光合膜周期性地释放氧气（Joliot）。B.水氧化循环，向 Il（Kok）

光系统中的 P680 分子提供四个电子的四个步骤。S 状态是释放氧气的复合物的不同氧化还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zoom/atp-synthesis/


原状态，其通过释放电子来积累正电荷。S1 是系统的静止状态，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

的转换速度很快，但速度不一：最快的（S0-S1）为 30 µs，S4-S0 为 1.1 ms。 

[图片来源：改编自参考文献[11]和[12]。] 

在 PSII 中，光诱导电子离开初级电子供体，使初级电子供体 P680 处于氧化

状态：携带一个正电荷（P680+）。为了使系统正常工作，使 P680+恢复每个离开

的电子至关重要。光合生物在三十亿年前进化史的早期就通过发展这一原始过程

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根据以下反应从水中获取了电子： 

2 H2O（水）→O2（氧气）+4 H+（质子）+4e–（电子）（方程 1） 

因此，水氧化获得的电子被转移到 P680+中，释放氧气，同时释放质子到类

囊体腔内（图 11）。这一步骤使 P680+回到其中性状态（P680），并促进新的光

化学循环发生[10]。 

两组研究人员在 1970 年左右确立了这种反应机制：分别是法国的 P. 

Joliot [11] 和美国的 B.Kok [12]。通过用一系列闪光照射类囊体，Joliot 证明了氧

气的产生具有四阶周期性，直到膜两侧差异逐渐消退（图 11A）。Kok 随后提供

了一种解释：水的氧化循环。氧气的形成需要在 PSII 的供体侧连续积累四个正

电荷（氧释放复合物），在该循环机制中锰扮演中心角色（图 11B）。在此过程

中释放的每个电子都允许一对特殊叶绿素（P680）返回其基态，并可重新获得天

线色素所捕获的光子的能量。 

因此我们呼吸的氧气就是该反应的副产品[13]。 

3.3 电流如何流动？ 

在 PSII 的初级受体上，从 P680 剥离的电子通过一系列氧化还原反应流向另

一个光系统（PSI），使氧化后的 P700+恢复到初始状态。光系统的串联工作，将

其光化学反应能量耦合到电子转移链上（重点参阅 Z 作为光合作用）。 

因此，电子转移是在光合膜内组织起来的，通过基质中的铁氧化还原酶

(FNR)，使得磷酸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P+）化学还原。电子转移的最后阶

段形成具有还原能力的 NAD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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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电流从类囊体膜上的水（腔内）流到膜外基质一侧的 NADP+

（见图 10）。这一电子转移过程在 SUN Chloroplast E-book 网站上被制作成动

画形式： http: //www.markhoelzer.com/SUN-

chlorophyllEbookWorking/chloroplast.html 

 

3.4 质子梯度与电子传递的耦合 

电子转移与跨越类囊体膜的质子梯度的建立相结合，通过以下一系列反应使

得类囊体腔内相对于基质变得酸化（见图 10）： 

⚫ 水的氧化将质子释放到类囊体腔中（请参见方程 1）； 

⚫ 通过两个光系统之间的电子转移，细胞色素 b6f 复合物从基质中抽出质

子，这些质子通过类囊体膜在管腔中积聚。 

⚫ 基质中 NADPH 的合成消耗质子，从而加剧了基质与内腔之间 pH 值的差

异。 

由光合膜两侧之间质子浓度的这种差异（或电化学质子梯度）产生的化学能，

被膜蛋白 ATP 合成酶（一种真正的纳米机器）所利用，来合成三磷酸腺苷（ATP）

（重点参考 ATP 合成）。 

总而言之，将光系统吸收的光子能量被转换为还原力（NADPH）和化学能

（ATP）。 

4.光化学反应与生化反应之间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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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光合作用中主要反应（光化学部分）与 Benson-Bassham-Calvin（BBC）循环耦合的

示意图。发生在类囊体内的初步反应是利用太阳能来合成 ATP 和 NADPH，它们分别为位

于基质中的 Benson-Bassham-Calvin 循环提供化学能和还原力，以便将 CO2 合并到有机分

子中（磷酸化的 C3 分子或三糖-P），并将其运出叶绿体得到各种糖（包括蔗糖）。氧气

的释放是在水氧化过程中发生的。 

ATP 和 NADPH 用于促进光合作用下一阶段的反应：二氧化碳的固定（参考

光合作用中碳的路径）。光合作用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初级反应紧密相连（清除期），

因为它使用了初级反应产生的 ATP 和 NADPH 并发生在基质中。在叶绿体基质

中，通过 Benson-Bassham-Calvin 循环中的一系列反应，将大气中 CO2 中的碳整

合到叶绿体基质中，形成磷酸丙糖（磷酸化的 3 碳分子）（图 12）。 

然后将磷酸丙糖在叶绿体中合成淀粉、氨基酸或脂质，或从叶绿体中输出并

通过细胞质酶转化为糖（蔗糖）：这是所有生物体组成生物质的原料（参考是蔗

糖还是淀粉？）。 

5.要记住的信息 

⚫ 自养生物在光的帮助下氧化水，释放氧气（双原子分子），并通过从周围环

境中吸收矿物质合成有机物来固定二氧化碳； 

⚫ 含有叶绿体和叶绿素的植物叶片是太阳能收集器。其中叶绿素吸收蓝光和红

光，但吸收绿光的效率非常低，因此绿光被叶片反射，这就是为什么叶子对

我们来说是绿色的。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app/uploads/2020/02/Photosynthesis-fig12.png


⚫ 两个光系统（光系统 I 或 PSI，光系统 II 或 PSII）由一个集光天线和一个反

应中心组成，它们通过电荷分离过程转移电子； 

⚫ 光系统通过串联将它们的光化学能量耦合到电子转移链上：因此，在光系统

中接收的光子能量被转换为还原力（NADPH）和化学能（ATP）。 

⚫ ATP 和 NADPH 用于促进光合作用下一阶段的反应：即通过发生在叶绿体基

质中的 Benson-Bassham-Calvin 循环来固定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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