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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如何到达树木叶片的？植物用什么方法来应对缺水的环境？植被是如

何改变气候的？生命虽起源于水中，但陆生植物却不得不适应暂时性的水资源短

缺。植物的根可以从土壤中吸取水分，这是因为叶片通过蒸腾作用可以施加一个

吸力，将水分通过茎干吸取上来。因此，水在茎干中会处于张力或负压状态下。

当这种张力由于缺水而变得过于强大时，管腔内会产生气泡导致空穴，使水分无

法继续传输。鉴于蒸腾作用是由气孔调节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这时气孔就会

关闭。但气孔关闭的同时也限制了 CO2进入叶片，从而限制了光合作用和生产。

1.植物和水:主要原理

1.1.植物需要液态水

对于家里种植有几株植物的人来说，不用说也知道植物必须要定期浇水，有

些需要经常浇水，而有些则需要少浇。所有生物都是由充满水分的细胞组成的，

植物通常含有 70%到 95%的水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树木的木材部分仅含有

30-70%的水分，种子几乎可以完全干透，但仍能够发芽。



1.2.植物也需要空气，在饥饿与干渴之间权衡

一个人可以几个星期不吃东西，但只能几天不喝水，但是人可以主动去寻找

水或食物。植物却是不会移动的(参见“植物固定的生活及其限制”)，它以二氧化

碳(CO2)为食，这是一种空气中浓度很低(按体积算400ppm或百万分之一)的气体。

为了吸收这些 CO2，植物需要与外界的空气接触(参见“光合作用中的碳途径”)。

植物发育形成了外部(叶、茎)和内部的气体交换界面，有大面积的细胞可与内部

空气接触。但向外开放会导致水分的流失：植物细胞中的水分发生蒸发，而且水

蒸气通过叶和茎的表皮(或皮肤)逸出，这就是蒸腾作用。对于人类来说，蒸腾作

用是通过将液态水排泄后再进行蒸发。对于植物而言，是在叶片内部的空气中发

生了蒸发，而后水蒸气通过孔，即气孔，逸出表皮。气孔（stomata）这个词来

自希腊语 stoma，即口，因为 stoma像有两瓣唇(两个细胞)的嘴,可以打开或关闭(图

1)。

图 1.气孔的打开取决于保卫细胞内的水压(膨压)，此时保卫细胞的内壁是加厚。[图片来源:©
尚塔尔·普鲁克斯(Chantal Proulx)]（Thick wall 厚壁，Thin wall 薄壁，Microfibrils 微纤维，

Opening 开放，Guard cell 保卫细胞，K+ 钾离子，Cl- 氯离子，H2O 水分子，Turgid cell 膨

胀的细胞，Open stoma 打开的气孔，Flaccid cells 松弛的细胞，Closed stoma 关闭的气孔）

当植物缺水时,它会关闭气孔以限制水分的损失,但这也阻止了它对 CO2的吸

收,增加了饥饿的风险。因此，在保证生存的同时，植物必须不断地调节气孔的

张合，以调节水分的流失。气孔至少在 400 Ma(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而植物与



外界气体交换的能力从 325 Ma开始就得到了优化。

1.3.植物体内的水分是处于压力还是张力之下?

细心的观察者会被植物在矿物环境中开疆拓土的生存能力所震惊。树根可以

掀翻路面的水泥，绿色的茎芽可以穿透墙壁，或者穿过不太繁忙的道路。正是根

或茎中的水压使得这些活动得以进行。因此，植物中的水分有时是会受到压力的，

甚至在长叶之前，当茎被切断时，水分就会流出来。例子有：在春天修剪时“哭

泣”的葡萄藤蔓(图 2)，或者可以收集树液的桦树。[1]

图 2. 正萌芽的藤枝中上升的汁液，也被称为“哭泣”。[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

境研究院 / 蒙彼利埃农业高等学校 超级农业]

这种水压在植物细胞中永久存在并促进它们的生长:它推动细胞壁生长，使

细胞膨胀，并增加细胞的体积和植物器官的大小。

但当树木有叶子时，就不能收集汁液了，因为在白天，树木会发生蒸腾作用，

茎干中的水处于张力下，这是一种由于树叶蒸腾而产生的负压。我们后续会阐述

到，这是植物中最常见的情况。

1.4.水在植物中是如何循环的?



在日常生活中，水是靠重力循环的，也就是地心引力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能从水龙头里取得流动的水，因为它来自一座建得比我们的家还高的水塔。

当然，这需要水泵来把水从下方的水库中注入水塔。这些泵建在水库中，并产生

一个压力将水推入水塔中。而如果你想从井里打水，你可以使用带绳索的水桶或

水泵。对于浅井来说，我们可以在地面上使用吸水泵。它产生了一个相对真空的

空间，大气压将水从井里推入这个相对真空空间，把水抽到地面以上。但是吸水

泵不能产生负压，它只能把水抽到最高 10m处，此时的压力相当于一个标准大

气压。

然而，我们看到周围有 15到 30米高的树，它们似乎在给叶子供水方面没有

任何问题(图 3)，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有高达 100米的树。它们是怎么

做到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触犯了常识，但

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了。

图 3. 树木能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并将其输送到顶部。[图片来源:免版税图片/ Pixabay（网站）]

存在于叶片细胞内和细胞间隙中的水分，白天会在叶片内部发生蒸发。这种

水分的损失会对发生蒸发部位的液态水产生吸力或负压。由于水分子在静电作用

下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通过根和茎中导管的运输，这种负压会将水从土壤中



吸到叶片里。这使得植物可以从 10米以上的高度吸收水分，这是人类用吸水泵

无法做到的。

我们已经知道，水在重力和压力差的作用下保持循环。水中溶解的盐分也通

过渗透力吸引水分。当水处于土壤或细胞壁等多孔介质中时，它会通过毛细管作

用的结合力与固体基质结合。物理学家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力统一到水势或水势能

的概念中，因为水总是沿着势能减小的方向流动。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我们

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水的物理性质、水势的概念和蒸腾的影响因素。

2.植物和水:细节部分

2.1.水的物理性质

水分子是一个由两个相互形成 104°角的 O-H键构成的电偶极子，该分子结

构使得水具有显著的性质(图 4)。这个偶极子的正极吸引另一个分子的负极，以

保持了液体的凝聚。这种内聚力很重要，解释了蒸发水为何需要很高的能量：平

均 590cal/g，或 2450J/g 或 2.45 MJ/kg。这种能量是所有液体中最高的，大约是

将水从 0°C增温到 100°C所需能量的 6倍。

图 4. 水分子的结构。1pm=10-12m。[图片来源:作者图表]

水分子的结构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蒸发具有很强的冷却能力。因此在夏季，干

燥的沥青表面所测得的温度为 49°C，而附近池塘的表面是 26°C，潮湿草地或桤

木的表面是 29°C。一般的植物，尤其是树木，通过蒸发作用，在气候调节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树木的深根性，在整个生长季节树木都能保持郁郁葱

葱，这也使得它们在旱季仍能保持水分的供应。



水分子间强内聚力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液态水具有高密度，且水比冰的密度

高，因而冰能够漂浮在水面上。也还使得水具有很高的表面张力，这使得水黾(不

恰当地称为水蜘蛛的昆虫)能在池塘表面奔跑。

2.2.水势及其组成

水势Ψ是水的势能，受重力、渗透势和基质势以及压力差的影响而变化（参

见“物如何应对盐胁迫?”）。它用焦耳每立方米(J m-3)表示，这是压力（帕斯卡，

Pa）的一种测定维度。Pa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所以我们常使用MPa或 bar（1bar

= 0.1 MPa）。

重力势Ψg为每单位体积 V的重力势能 m g h，其中 m为水的质量，g 为重

力加速度，h为到参考面(一般为地面)的高度：

Ψg = m/V g h = ρ g h

如果水在地面以上（h>0），则Ψg为正值，否则是负值（h<0）。因此，在一

棵树中，表示根水时Ψg值为负，叶水时为正值。

图 5. 上：U型管由半透膜隔开，并充满纯水。下：溶质(左)、压力(中)和吸力(右)的影响。[图
片来源:作者的图]（ Pure water 纯水，Solute 溶质，Positive pressure 正压，Negative pressure

负压，H2O 水）



渗透势或溶质势Ψs为水与溶质结合的势能。渗透现象如图 5所示，使用由

半透膜隔开的 U型管，即，半透膜两侧可通过水，但不能通过溶质。在此图最

上方的 U 形管中，纯水可在管道中自由地穿过半透膜，使得水位在两室间达到

相同的水平。在图左下方，一种溶质(红点)被放置在右半室，左半室的纯水被盐

分子吸引，水就会上升到右半室。在图的下部中央，通过对左半室的水施加正压，

模拟了同样的运动，而在图右下方，如果对左半室的水施加负压，运动方向则相

反。渗透势Ψs始终为负值，因为与溶质结合的水比纯水的可利用性要低。它取

决于溶质的浓度 Cs。对于稀释溶液来说，这种依赖性大致上是线性的:

Ψ� =− R.T. Cs

R是理想气体常数，T是绝对温度

基质势（Ψm）是将水与基质（土壤或细胞壁）中的固体颗粒相结合的能量，

它与接触面（球形孔隙接触面为 4πR2）成正比，与体积（4πR3/3）成正比，方差

为 1/R,即孔隙半径的倒数。它总是一个负值，尤其是当孔隙很小的时候。因此，

孔隙较大的砂质土保留的水分很少，而孔隙小的粘质土可以保留更多的水分。植

物可利用的土壤水分在两个限度之间变化：

上限:田间持水量；

还有一个下限:永久萎蔫点。

水分含量在田间持水量以上时，水通过重力作用流动，在永久萎蔫点以下时，

植物无法获得剩余的水分，相当于Ψm=-15bar(或-1.5MPa)。

在这两个限度之间的水分含量称为有效含水量，对于 1米深的土壤来说，它

代表着 100至 200毫米的水位，这代表在良好条件下作物 30至 60天的水分消耗

量。实际上，当植物用完大约一半的水储量时，植物的气孔就会开始关闭，且如

果根深小于 1米时，储水量会更低。但树木的根要远深于 1米，因此增加了有效

含水量。根据巴黎萨克雷大学植物生态生理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在梅伦

附近的巴尔博无柄栎林中，有效含水量可以达到 400毫米的水位（见下文）。

最后，压力势ΨP与压力直接相等，因此在白天，膨胀的细胞中ΨP为正值，

而在导管中为负值。



因此水势Ψ是这四个分量的总和，水总是沿着水势降低的方向流动:

Ψ = Ψg +Ψs +Ψm +ΨP

图 6显示了在白天发生蒸腾的树中这种水势的变化：

图 6. 树木中的水分循环根据水势递减而流动。[图片来源:作者的图]（ Mesophyll cells 叶肉

细胞，Xylem 木质部，Stoma 气孔，Transpiration draws water from the leaf 叶片通过蒸腾作

用丧失水分，Cohension and adhesion draw water up the xylem 在木质部内，水分子的内聚力

和粘附力促使其上行，Root hairs 根毛，Soil particle 土壤颗粒，Water molecule 水分子，

Negative water potential draws water into the root 负水势使得水被吸入根中，Low 低，High 高，

Atmosphere 大气，Leaf at top of tree 树顶端的叶片，Stem 茎干，Root cells 根细胞）

 土壤水势略为负(-0.05MPa或-0.5bar)，因为水在地表以下，且含有低浓度的

溶解性矿盐。



 在树的顶部，叶片的水势是-1.5MPa或-15bar，因为叶片受显著的蒸腾作用的

调控。如此大的负值使得整个水柱受到吸力作用，把水从根吸取到叶片上来，导

致根（-0.2 MPa）和树干（-0.6 MPa）的水势处于中间值。由于水分子之间的内

聚力，使得水柱能够承受负的水势(和由此产生的压力)。

树的最大高度约为 100 米，此时重力势相当于 10巴或 1MPa。这意味着叶

片的水势必须远低于-1MPa，才能将水输送到这个高度。

2.3. 蒸发、边界层和气动阻力

水以蒸气的形式存在于空气中。当水蒸气进入到干燥的空气中时，水蒸气压

力值(e)将增加到一个最大值，超过这个最大值，水蒸气会凝结成液态水。这称为

饱和蒸气压 es(T)，它随温度呈指数增长(图 7)。e/es(T)的比值为相对湿度，用%

表示。es(T)-e 之差为水分饱和亏缺，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图 7. 水的饱和蒸气压是关于温度的函数。蒸气压为 e时的空气具有水分饱和亏缺 es(T)–e，
如果其温度降低，在 T＜Td 且 es(T)=e时，水珠就会形成。[图片来源：作者图表]（Température

温度，rosée 露水（即凝为水滴））

在叶片内部的空气中，水蒸气实际上已经饱和了，叶片的蒸腾作用是由叶片

内外间的蒸气压差引起的。

与液态水接触的空气中的水蒸气是饱和的，自由水面的蒸发量 E取决于水面

与自由空气间的水分饱和亏缺[es(T)-e]。E随风速的增加而增加，我们将此定义

为气动阻力 ra，即水气在蒸发面和自由空气之间流动时，空气所施加的阻力 E。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阻力位于边界层中，边界层从空气静止的表面延伸到露天

的空气中。叶片的边界层厚度可达一毫米，开阔水面的边界层厚度可达几厘米，

玉米地的边界层厚度可达几分米，森林的边界层厚度可达几米。

2.4.蒸腾作用

气动阻力 ra可以应用于开阔水面（池塘，湖泊）或潮湿的物体，如潮湿的吸

水纸。对于植物来说，水蒸气必须首先通过表皮和气孔扩散，然后才能进入到外

面的空气中，这个阻力用 rs表示，再加上 ra就是两个连续的阻力。

图 8. 封闭的小室，用于原位测量未被切割的板栗叶片的气孔阻力和 CO2、H2O交换。[来
源:©J-Y 庞泰勒（J-Y Pontailler），列夫·奥赛(LEV Orsay)]

在田间，蒸腾和气孔的阻力可以通过测量在透明隔离装置里被封闭起来的叶

片来得到(图 8)或用一个将枝条上的所有叶片全封闭起来的小室(图 9)来测量。[2]

叶片通常被比作一张吸水纸，在物理因素的影响下可以自由蒸发。太阳辐射

提供了大部分蒸发的能量，风速改变阻力 ra，空气温度和湿度影响空气饱和蒸气

压差。辐射水平越高，空气越热、越干燥，蒸发量就越大。叶片和吸水纸的区别

在于叶片有表皮和气孔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减缓了蒸发，就像一张有小孔的塑料

片：



 气孔开得大时，叶片的蒸腾作用接近吸水纸的蒸腾作用(但略小)；

 当气孔关闭时，由于表皮角质层残留的孔隙，蒸腾作用会降到非常低的值。

这就导致了叶片温度不再通过蒸发进行冷却，叶片的温度升高。

图 9. 整枝的测量设备[来源:©J-Y 庞泰勒（J-Y Pontailler），列夫·奥赛(LEV Orsay)]（Branch
bag for measuring CO2 and H2O exchanges on a beech branch 测量山毛榉树枝上 CO2和H2O交

换量的树枝袋）

因此，蒸腾作用取决于能影响蒸发的物理因素，以及一种称为气孔阻力的生

物变量，气孔阻力被加到这一纯物理概念的气动阻力中。这种阻力取决于气孔的

密度和大小，可以用物理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

2.5 蒸散量

植物冠层上的通量 E被称为蒸散量，它是土壤和湿润表面(如果有的话)的蒸

发量和叶片蒸腾量的总和。它与叶面积指数密切相关，叶面积指数是植被的叶面

积与下层土壤面积的比值。

实际上，从自然地表蒸发的水分量取决于地表条件（开阔的水面、不同的植

被覆盖度和湿度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太阳辐射、空气温度和湿度、风速）。



潜在蒸散量 Ep是完全覆盖于地表并有充足水分供应的低矮植被表面蒸发的

水量。Ep随气候变化从 0到 10毫米/天不等；在像萨赫勒这样炎热干燥的地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受灌溉的长势良好的绿色草地里，观察到 Ep最大可以达

到 2700毫米。

图 10. 1981 - 201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500 - 1500毫米/年）[图片来源:©法国气象局(Meteo
France)]（ Précipitation cumulées sur l'anné'aen mm（normale 1981-2010）全年累计降水量（mm）

（1981-2010年正常情况下））

实际蒸散量显然要低得多:植被并不总是覆盖地表，而且常常受到土壤水分

可利用性的限制。所有流入大陆的水量大致已知，平均为每年 758毫米。蒸散 E

就消耗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即 490毫米/年，其余的则流走并补给了河流和溪流。

这个数字是 E 值极低的表面（南极和格陵兰冰区和干旱地区，占大陆总面积的

41%）和其他高 E值表面（如热带雨林，平均降水量为 1300毫米/年）之间的平

均值。在法国，平均降水量为 932毫米/年（从 500毫米/年到 1500毫米/年不等，

具体见图 10）和蒸散量为 577 毫米/年，留下 355mm/年的径流。如果土壤不缺

水的话，在法国北部的夏季，一片茂密的森林或一种长势良好的作物每天会损失

3到 4毫米的水分，而在地中海区域，损失会稍微多一点（4到 7毫米）。



图 11. 森林上方 CO2和 H2O通量的测量[图片来源:©J-Y 庞泰勒（J-Y Pontailler），列夫·奥赛

(LEV Orsay)]（Flux tower near Fontainebleau(50km SSE of Paris),operating since 2005 over a
deciduous oak forest 枫丹白露附近的通量塔（巴黎东南偏南 50公里），自 2005年起在落叶

栎林上运行，IR analyser CO2 et H2O CO2和 H2O的红外光谱分析，3D sonic anemometer 三

维声波风速仪）

可以利用传感器测量植被上方的风速、温度和空气湿度的局部波动，以此来

持续评估实际蒸散量。巴黎萨克雷大学植物生态生理学实验室自 2005年以来就

一直在枫丹白露附近的栎林上进行着这些测量(图 11)[3]。

图 12. 模拟的蒸散量图，来自全球通量观测网络的通量测量数据[图片来源:Jung M等人，参

考[4]]

世界上有数百个这样的设备，并在 2010年才得以建立蒸散量通量变化的第



一张地图（图 12）[4]。在赤道附近的热带雨林地区，蒸散量最大（高达 1300毫

米/年），并向干燥的热带地区减少，然后向温带地区增加，然后又由于温度和辐

射的降低而向两极递减。

3.水在植物生产中的作用

3.1.植物是否需要蒸腾作用?

当然，因为叶片需要与外界的空气接触才能吸收它们赖以生存的二氧化碳，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表皮被无数气孔刺穿(参见“空气污染物对植被有什么影

响？”)。叶片内部的空气非常潮湿，因为它与水分充足的细胞接触，没有了水，

植物或动物细胞就不能正常工作。蒸腾作用是由叶表皮的多孔性以及叶内外空气

之间的湿度差异引起的。除了碳元素（氮、磷、钾……）外，植物还需要其它的

矿物元素，这些元素在土壤溶液中被根系吸收后通过蒸腾作用输送上来。

据估计，生产一公斤小麦，作物需要消耗大约 500升水。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一个数量级；由于蒸散的变化，在湿润气候下它会略低，在干旱气候下较高。

3.2.对树液循环的影响

液态水是由极性分子组成的，它们之间以特别高的内聚力相互吸引。这种高

的内聚力使得树液在大树中向上流动成为可能，在大树中，茎干中的水处于非常

低的负压下。然而，当张力过大时，茎干导管中的水柱会出现气泡并发生中断，

阻碍水的循环。这就是气穴，也就是导管栓塞。一棵树中有很多的导管，当气穴

冲击到这些导管的很大一部分时，树体就会开始受损[5]。导管的解剖结构及其

敏感性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图 13. 培养基浓度对细胞内水的状态的影响。左侧图为低浓度培养基中的膨胀细胞。在中间

的图中，培养基的浓度与液泡的浓度相同，两者间没有水交换，此时细胞对细胞壁没有压力，

膨胀压力为零，这就是将要发生质壁分离的极限。右边图中，质壁分离的细胞处于高溶质浓

度的培养基中。箭头表示在到达新的平衡之前有水从细胞流出。缩写：cy，细胞质；mp，
细胞质膜；mv，液泡膜；p，细胞壁；v，液泡；n，细胞核。细胞壁内的细胞部分是原生质

体。[图片来源:作者的图]（Turgescence 膨胀，Plasmolyse limite 将质壁分离的极限，

Plasmolyse 质壁分离）

液态水也是一种很好的溶剂，在每个矿物离子周围都有一层水膜。连接溶质

分子和水分子的力称为渗透力，溶液越浓缩，它吸引的水就越多，从而产生浮力

(在希腊语中，渗透力的意思是浮力)。

植物中的水存在于构成植物的细胞中，也存在于从根到叶为植物提供养分的

导管中。土壤中的水通常矿质元素含量较低，而在细胞中的水则是相当浓缩的。

这种浓度差异使得水通过渗透作用从土壤流向植物，导致了细胞膨胀（图 13，

左图）。因此，细胞内的水通常处于压力下，此时细胞也被称为是膨胀的。这种

压力被细胞壁所缓冲，细胞壁是由相对坚硬的纤维素和果胶组成的，它们的作用

就像一个承受内胎压力的轮胎。一个汽车轮胎可以膨胀到 2到 3个大气压，一个

自行车轮胎可以膨胀到 6个大气压，一个植物细胞的膨压可以高达 10个大气压。

正是由于这些高压，植物细胞才需要有一个细胞壁，而动物细胞则不存在这种细

胞壁，因为动物细胞承受的膨压较低。当细胞变干燥时，这种压力就会减小，然

后随着细胞膜与细胞壁分离，这种压力彻底消失，这就是所谓的质壁分离（图

13，中间和右边的图）。

4.记忆知识点



 水是所有生命形式的必要介质。

 在植物细胞中，水处于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促使植物生长，并确保植物具备

一定的形状和硬度，以及使得茎和树干出现木质纤维素组织。

 另一方面，水在叶片和导管中处于张力状态，这种张力使得树液上升，弥补

了叶片通过蒸腾和蒸发失去的水分。

 蒸腾作用主要通过气孔进行，气孔是保证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所必需的。

 气孔在土壤潮湿时是开放，在土壤干燥时关闭，以保存内部水分，因此抑制

了 CO2的进入，也抑制了光合作用和生长。

 气孔的关闭是由水势的下降引起的，当水势变强时，也会通过气穴现象在导

管中形成气泡。

植物对缺水的适应机制将在相关的文章(即将发表)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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