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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简介

20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 CO2浓度急剧上升和由此导致的温室效应已引起

广泛关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动态变化是全球碳循环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它

不仅是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综合表现，而且它在全球碳平衡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它的微小变化就能导致大气 CO2浓度明显波动，进一步影响全球气候的稳

定。因此，研究陆地碳循环机制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是预测大气 CO2含量及气候

变化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植被、土壤与气候均

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极大差异，各种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反应速度、分解速度和碳

蓄积能力亦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增加了陆地碳循环研究的不确定性。

重点实验室森林生态与全球变化研究团组以西南亚高山针叶林为研究对象，针

对不同恢复阶段人工云杉林土壤呼吸特征、土壤碳库动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做

了大量研究，为准确预测该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

重点实验室高山生态与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团组以高山草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原

位增温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增温对高山草地群落结构和碳库动态的影响，研究结

果为预测气候变暖背景下高山草地的碳汇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下转封三）（下转封三）（下转封三）（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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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 分解者食物网中捕食者的“灰色世界”功能—捕食者及

增温效应

营养级联效应是许多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食物网理论中最令人兴

奋的发现之一。自 1980年 Paine首先提出营养级联的概念后，三十年来，关于营养

级联效应的本质、重要性和强度等方面的研究持续增加。捕食者功能群作为一个营

养级别降低草食动物的群体数量，进而通过食物网向下传递正面影响初级生产者，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营养级联效应。下行效应广泛地存在于草地和水体等生态系统

中，这类系统的食物网以活体植物为基础营养级，食物网中的捕食者通过抑制草食

动物从而加速植物生长，表现出“绿色世界”功能。那么，以植物残体或碎屑为基础

营养级的分解者食物网中的捕食者又有着怎样的生态功能呢？事实上，分解者群落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碎屑组分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分解者食物网中的捕食者功能却被长期忽视。

同时，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严峻，气候变暖对全球生物的营养代谢和生

活史特征的直接影响已经显现。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增温造成的结果有可能通过营

养级关系进而改变营养级间相互作用以及生态系统功能。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气候

变暖对分解者群落潜在影响的报道。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孙书存课题组吴新卫博士在川西北高寒草甸，通过大捕食

者、小捕食者和增温的三因素试验设计，发现分解者食物网中的捕食者通过下行级

联效应具有与经典食物网中捕食者相反的功能，即“灰色世界”作用。结果显示，捕

食性甲虫显著地降低了粪食性甲虫数量进而降低了牛粪分解速率和牛粪周围的植

物生产力，但这些指标减少的尺度在不同捕食者种类之间是有差异的。自然温度下，

大捕食者比小捕食者对牛粪分解速率的作用更大；两种捕食者的共同作用显著地高

于小捕食者单独的作用但与大捕食者的作用并无差异，说明捕食者之间存在对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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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然而，温度增加后，牛粪的分解速率和捕食者对牛粪分解速率的潜在影响均显

著降低。尽管增温显著地降低了牛粪分解速率，但对牛粪周围的植物生产力的影响

很小。以上结果的产生机理为：捕食性甲虫显著地降低了粪食性甲虫的数量，而后

者与牛粪分解速率之间显著正相关。另外，温度的升高降低了牛粪含水量，从而也

对粪食性甲虫的存活率有显著影响。所有这些结果证实，捕食性甲虫的“灰色世界”

作用是通过抑制粪食性甲虫对养分循环和初级生产力的下行级联效应而产生的；同

时也表明，增温可能会延缓分解者系统中的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循环过程。该研究成

果已被国际权威生态学杂志 Ecology接收。

� 增温对高山草地群落结构和典型植物生长影响的研究

取得初步成果

针对气候变暖背景下高山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研究组通过在野外自然条

件下采用开顶式生长室(OTC)模拟增温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增温对高山草地群落结

构和碳氮库动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禾草和杂草由于对增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

资源利用响应的不同，增温后禾草的盖度及生物量显著增加，而杂草的盖度和生物

量则呈显著下降，因此，初步研究成果表明，就牧草产量而言，全球变暖在一定意

义上有利于改善高山草地质量；增温后高山草地群落的碳库有所增加，说明高山草

地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碳汇功能，但另一方面，增温后植物的碳氮库在根茎叶等不

同部分的分配比例发生显著改变，高山草地生态系统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敏感且过程

复杂，因此，高山草地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另外，研究组针对增温后禾草和杂草生物量构成发生的不同变化，选择了高山草地

几种典型的禾草和杂草植物，从生长和生理特征对增温的响应和适应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以上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论文中：（1）石福孙，吴宁，罗鹏。

川西北亚高山草甸植物群落结构及生物量对温度升高的响应。生态学报， 2008，

28(11)：5286-5293。（2）石福孙，陈华峰，吴宁。增温对川西北亚高山高寒草甸

植物群落碳、氮含量的影响。植物研究，2008，28(6)：730-736。（3）石福孙，吴

宁，吴彦，王乾。模拟增温对川西北高寒草甸两种典型植物生长和光合特征的影响。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9，15(6)：750-755。（4）石福孙，吴宁，吴彦。川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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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地3种主要植物生长及物质分配对温度升高的响应。植物生态学报。2010，

34(5)：488-497。（5）Shi F., Wu N., Wu Y., Luo P. Different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experimental warming of two dominant plant species Elymus nutans and

Potentilla anserina in an alpine meadow of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Photosynthetica,

48(3): 437-445, 2010.

� 九寨沟湖泊湿地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系研究

九寨沟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最重要的旅游地之一。湿地植被

面临较大的环境压力。湿地植物多样性、湿地种子库的物种多样性、空间结构尚未

研究，比较分析九寨沟湿地不同群落土壤种子库的规模、分布格局及其与地表植被

的关系，有利于阐明九寨沟湿地植被潜在的物种多样性和更新潜力，为九寨沟湿地

的恢复和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高信芬课题组的彭玉兰博士等对九寨沟芦苇海、镜海等湖泊湿地土壤种子库进

行了研究。在每个湖泊、不同群落类型中随机选择三条样带。在每条样带内，相距

2 m 取 5个重复。用内径为 5 cm的铁管，每个土芯从土表向下分成 0-2 cm, 2-5 cm,

5-10 cm三层。土样于 2007年 4月春季主要种子萌发前采样。同时在采样的样带随

机取 3个表层的土样用于土壤营养成分分析。现存植被的调查在 2007年 7月进行，

每条样带采用 50× 50 cm 的样方调查 5个重复，在采样前测定水深。所有样品带回

实验室，挑出植物残体，分别混合后保存。土样放在大小为 16.3 cm× 11 cm，深度

为 2.5 cm深的塑料盘，在室温下随机放置，每天浇水。幼苗每周登记一次，不能鉴

定的移栽到盆里，至完全能鉴定为止。

结果表明水深和现存植被物种丰富度可以解释湿地土壤种子库的变化。水深可

以解释表层物种丰富度 45%的变化。现存植被物种丰富度可以分别解释 10 cm土层、

2－5 cm土层及 5－10 cm土层土壤种子库 45%、48%和 25%的变化。湿地土壤种子

库的密度为 0－15945粒 m-2, 种子库中共发现 23个物种。现存植被优势物种和种子

库优势物种不同。各层土壤种子库密度和物种丰富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第二

层土壤种子库密度最大。海拔、现存植被优势种盖度、土壤总磷、土壤总氮、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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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对湿地土壤种子库的密度和垂直结构没有影响。土壤种子库物种丰富度小于

地上植被物种丰富度。湿地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相关性不大。在浅水区域，湿

地土壤种子库在湿地植被恢复中有一定作用。但在深水区域，保护现存植被更重要。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2010)。

� 冷地早熟禾生长及潜在繁殖能力对季节性干旱的响应

策略

高海拔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青藏高原东缘高山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

启动区，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区域。繁殖阶段是植物整个生活史的关键环节，表现

出高度脆弱性，以及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因此，在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生态系统

中开展植物繁殖对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具有特殊意义。包维楷研究员课题组周卫生

博士在青藏高原东缘壤塘县，采用原位观测实验方法，对比研究冷地早熟禾生长及

潜在繁殖能力对季节性干旱的响应。结果表明：季节性干旱显著改变了冷地早熟禾

的生长繁殖分配特征，减少了繁殖器官生物量、地上总生物量和地下总生物量，但

增加了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比值，以及地上营养器官占总生物量的比值；季节性干

旱导致了植株中各器官营养元素含量格局改变，显著增加了花序中 C含量，降低根

部的碳含量，但对植株的 N含量、C/N比以及有性繁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冷地早

熟禾通过降低植株大小，增加地上生物量分配，提高繁殖器官的 C含量以及改变繁

殖方式应对季节性水分短缺。该结果发表于《Russian Journal of Ecology》（2010年）。

� 高海拔采伐迹地土壤性质演变研究取得新进展

由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森林分布集中，过去几十年 (1970-1998)一直是森林

采伐的重要对象，形成了广泛分布的块状皆伐迹地，地跨川西北、青海南部以及藏

东北地区。而高山森林在维持源区生态系统稳定以及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方面

一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积极有效保护高山森林，加快大面积的皆伐迹

地植被保护、恢复与持续管理，促进源区生态功能恢复已成为高山林区以及江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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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保护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由于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三江源保护

区工程的启动，这一重要区域的森林保护和恢复重建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虽然对

迹地造林与植被恢复技术有过试验研究，但是相关迹地植被恢复与森林重建的基础

理论研究仍然比较缺乏，采伐迹地土壤性质及演替规律更是较少研究。长期以来对

青藏高原东部高山森林采伐迹地演替过程及其动态也仅有过概念性描述和记载。对

高山森林采伐迹地次生演替恢复的理论认识不足，特别是土壤演变认识严重缺乏，

使得当前的高山迹地森林恢复重建策略与技术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现有技术应用

常常失效，形成高山迹地造林成功率低、“屡造屡败”的尴尬局面。强化高海拔林区

采伐迹地土壤演替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无疑成为突破现有认识局限、寻找恢复重建

与管理的有效策略的突破口。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课题组庞学勇博士通过

对采伐后 4、5、10和 17年的自然恢复迹地的土壤理化性质研究，以原始冷-云杉林

为对照，结果显示随着采伐后年限的增加，0-20和 20-40cm土壤容重持续增加；土

壤有机碳和全氮持续降低；有效养分和阳离子交换量明显地受森林采伐的影响，通

过退化指数综合比较发现，对采伐迹地放任不管，加上季节性放牧活动干扰，短时

间内几乎所有土壤性质均呈现退化趋势。因此，改善对采伐迹地管理是维持采伐迹

地土壤质量和长期养分平衡的关键，停止人为活动(如季节性放牧活动)是采伐迹地

土壤恢复的重要策略。该结果发表于《Soil Use and Management》(2011)。

� 麻风树根中的活性二萜类成分

麻风树（Jatropha curcas L.）别名膏桐、臭油桐、小桐子、芙蓉树，为大戟科麻

风树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两广、琼、云、贵、川等地。麻风树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常以树皮、叶和果实入药。中医认为其性寒，有散瘀、止痛之功效；现代医学认为，

麻风树具有抗癌功效，能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为此，确定麻风树中的化学成

分的组成及其生物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王明奎研究员课题组在四川省科技基金项目——“麻风树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的

支持下对麻风树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分析研究。通过溶剂萃取、反复硅胶柱



Ecores Newsletter 2010 No.4

6

层析和反相制备等分离方法从攀枝花产的麻风树根中分离得到了 10 个二萜类化合

物，并利用核磁共振和质谱等波谱技术对其结构进行了鉴定，其中有两个化合物为

未见文献报道的新化合物。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分离得到的部分二萜类化合物对一

些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杀伤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现代医学认为的麻风树的抗癌功效，并在分子水

平上确定了其活性物质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时为充分开发、利用麻风树这一药

用植物资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相关研究内容计划投稿于《Planta Medica》。

� 岷江上游华山松林冬季土壤呼吸对模拟增温的短期响

应

土壤呼吸是全年性的过程，冬季土壤呼吸释放的 CO2是区域碳收支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并显著影响生态系统的碳平衡。目前土壤增温控制实验主要集中在生长

季开展，而对非生长季研究不足，尤其在高寒生态系统。非生长季根系和土壤微生

物活性比较低，其对升温响应可能较小，因此当前在生长季节获取的野外升温实验

研究结果尺度外推可能偏高。而也有学者认为冬季土壤呼吸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

高海拔针叶林土壤碳库往往比较大，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这些生态系统向大气释

放更多 CO2。而目前对于高寒森林冬季土壤呼吸研究鲜有报道，其中冬季森林土壤

呼吸对模拟增温的研究更为匮乏。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研究中心刘庆课

题组熊沛等人采用红外辐射加热器模拟土壤增温，研究了岷江上游华山松林冬季土

壤呼吸速率、微生物生物量、无机氮含量对模拟增温的短期响应，结果表明：在冬

季期间(2009年 11月-翌年 3 月)，增温样地空气和土壤日平均温度分别比对照样地

高 2.1 ℃和 6.7 ℃；而空气相对湿度和土壤平均含水量比对照分别降低 15.2%和

7.2%；整个冬季期间，模拟增温显著提高土壤呼吸速率，平均增幅达 31.4%；模拟

增温使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分别增加 23.2%和 22.7%，而对微生物量碳氮比没

有影响；增温样地土壤硝态氮和铵态氮浓度较对照分别增加 38.5%和 12.3%，增温

显著提高土壤可溶性无机氮含量。综上所述，该区针叶林冬季土壤呼吸、微生物生

长和养分矿化对未来气候变暖非常敏感。该文发表在最近一期《植物生态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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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乙二醇（PEG）模拟干旱胁迫对干旱河谷 5 种木蓝种

子萌发的影响

木蓝属（Indigofera L.）是豆科蝶形花亚科中一个大属，约有700~800种，广泛

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主产于西南部及南部，四川是其主要分布区之一。

四川木蓝、灰色木蓝、河北木蓝和刺序木蓝是四川西部干旱河谷地区常见的几种优

势灌木，其生长及植株形态对土壤水分的变化比较敏感。多花木蓝仅分布于中国长

江以北地区，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支沟中湿润的沟边有少量分布。作为川西干旱河

谷地区的本地植物种，这几种木蓝属灌木具有适应当地气候与环境的机制，在植被

恢复中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种子萌发是植物生活史的一个关键环节，种子萌发特性及其与生态因子关系的

研究是种子生理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干旱胁迫作为植物逆境胁迫的最普遍的形式，

是影响种子萌发的重要因素。高信芬课题组硕士研究生孙霞等研究了 5种木蓝属种

子的物理特性、种子萌发对 PEG 模拟干旱胁迫的响应及种内与种间的差异，以期为

深入探索干旱河谷地区木蓝属灌木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机理和野生木蓝种质的开发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以川西干旱河谷地区的 5种木蓝属植物的种子为材料，观测其形态特征以及聚

乙二醇（PEG-6000）模拟干旱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供试木蓝属

植物种子的物理特征（大小、千粒重）与萌发特性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而种子硬实

率与发芽率则显著相关；不同浓度的 PEG 胁迫对种子的萌发均有一定的延缓作用，

并且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随胁迫强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综合比

较 5种木蓝植物种子的抗旱性，在 PEG 浓度低于 150 g/L的轻度干旱胁迫下抗旱性

由强到弱依次为：刺序木蓝＞河北木蓝≈灰色木蓝≈四川木蓝＞多花木蓝；与采自茂

县岷江河谷的刺序木蓝相比，来源于泸定大渡河河谷的刺序木蓝的种子萌发对土壤

水分的要求较低，并且相同水分条件下后者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也显著高于

前者，这可能与各自的种源地在气候、水分及土壤条件上的差异有关。该研究结果

发表在《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0）。

（编辑：周志琼、庞学勇、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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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 ““““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项目召开项目召开项目召开项目召开

总结讨论会总结讨论会总结讨论会总结讨论会

12月 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主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共同承担的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二期）

项目“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举行了项目总结会。成都生物所所

长吴宁任专家咨询组组长并主持会议，我所具体承担此项目的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科研人员以及生态环境中心、成都山地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共 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各承担单位的专题负责人就专题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向与会专家作了

汇报。自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在干旱河谷区土壤退化过程对植被的作用及水土保

持技术研究、干旱河谷植物的功能特点及其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与植被恢复试验、河

谷区生态农业模式配置与调控技术试验示范、中山次生植被恢复过程与生态效益研

究、亚高山人工林恢复与更新过程及其调控研究、人为干扰对林草交错带植被生态

系统过程的影响与调控研究、岷江上游山地景观格局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岷江上游山地环境特点区域分异规律及生态恢复模式适应性研究和岷江上游山地

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模式集成和对策等 9个专题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共计发表论

文 164篇，其中 SCI或 EI论文 73

篇，出版专著 4部，提供生态恢复

综合技术体系、编制技术规范或应

用指南共计 7套，为国家提供 2份

重要咨询建议，培训基层生态建设

人才 1000 余人次，培养博士后、

硕博士研究生 59 人，在岷江上游

的干旱河谷、中山和亚高山建立试

验示范面积 12760亩，为地震灾后的生态恢复及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学术交流会现场



生态与资源 2010年 第 4期

9

以四川省林业厅总工程师骆建国研究员、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王金锡研究员

等组成的专家组对该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和大家所作的努力作了肯定，并对下一步研

究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汇报结束后，项目组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讨论。项目首席科学家刘庆研

究员要求各专题组进一步加强研究成果的总结，并对即将进行的验收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

����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 ““““若尔盖退化湿地区生态系统若尔盖退化湿地区生态系统若尔盖退化湿地区生态系统若尔盖退化湿地区生态系统

恢复及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恢复及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恢复及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恢复及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顺利结题顺利结题顺利结题顺利结题

由罗鹏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 “若尔盖退化湿地区生态系统恢

复及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已经顺利结题。该课题组分别在若尔盖县的花湖、向东

牧场和红原县的龙日坝、日干乔建立了四处湿地恢复过程监测样地，并进行周期性

的监测——定期调查监测样地的功能性指标，包括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土壤水分

及养分和温室气体通量等。在对上述的参考和评估样地进行调查以及面上调查过程

中，开展了湿地濒危植物的调查。课题组还对若尔盖湿地已有的研究工作和国内外

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完成了《若尔盖生态问题研究》、《若尔

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对策》等多个专题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中提出的许多

观点和意见，已反映在“阿坝州湿地保护条例”（草案）、“四川省湿地保护条例”（修

改稿）、“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纲要”（草案）等多个正式文件中。发表论文 7篇，

其中 SCI论文 2篇，培养博士生 2名，硕士生 4名。先后接待国内外专家、领导考

察 100 余人次，与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科研机构以及 WWF、ICIMOD、

CI等国际组织开展了联合研究，提高了研究单位、人才队伍和示范区的国际知名度。

���� 四川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四川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四川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四川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

10月 12日，四川省科技厅组织专家组对由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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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作为主要参与单位之一的“四川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会议总结

验收。我所高信芬研究员负责了该项目的“成都生物所植物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的专题任务。

该项目旨在建立以共享为核心的四川省植物科研及资源开发利用共享平台，构

建区域植物资源科技基础条件共享体系，是我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建立我省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项目要求，我所承担的子

项目“成都生物所植物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已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主要包括：1）

建立了《川渝维管植物数据库》、《青藏高原维管植物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馆藏植物物种与标本数据库》、《西藏特有植物数据库》等公开的数据库信

息系统，并已实现这些系统的网络共享；2）收集了四川裸子植物资源的全部物种

信息和全国各个主要标本馆中的四川裸子植物标本信息、四川豆科植物资源等尚未

公开的专类数据信息，完成了四川植物资源数字标本馆裸子植物数字标本馆相关信

息的收集工作。本子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整合其它子项目的优势资源，方便数据公开

和共享，完善数据结构，促进了解与交流，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与应用提

供重要的基础资源数据，实现区域种质资源和科技信息的社会化、公益化和信息化，

对提高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公众的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 ““““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坡地作物高产高效坡地作物高产高效坡地作物高产高效坡地作物高产高效

生产技术研究生产技术研究生产技术研究生产技术研究””””总结顺利完成总结顺利完成总结顺利完成总结顺利完成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包维楷研究员主持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坡地作物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于 2010年 11月顺利完成总结。该课题主要针

对长江上游坡地作物和果蔬生产中的问题与高产高效制约因素，在横断山区干热及

干温河谷区、川中丘陵区、山峡库区和高寒山区布点，从抗旱耐瘠与优质高产两个

方面筛选了优良品种，从耕种与栽管两个方面研究了抗逆丰产技术，从品种组合与

时空配置两个方面研发形成了高效复合种植模式，并组装集成了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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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由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云南省农科院

联合攻关，将良制、良种、良法“三良”配套，筛选出了适宜长江上游坡耕地推广应

用的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蔬菜和水果品种 64 个。并就关键品种进行了高产稳产

与节水抗旱栽培技术试验与示范，提出了土壤肥力恢复保育与坡地抗旱保水技术体

系。青枣、早春枇杷、甜樱桃、酿酒葡萄、萝卜、大球盖菇等山区特色无公害农产

品种植技术体系及模式；水稻、小麦、玉米和青稞等坡地作物高产高效生产模式。

课题实施期间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6 个，面积 2270亩。通过课题实施增加坡地农作

物产量，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和经济林果，增加农民收入，不仅为坡地稳产高产和

种植管理提供优化模式和关键技术支撑，为长江上游山区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提供

科技推动力；而且为我国西部山区解决突出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样板。

“坡地作物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研究”，在长江上游地区起到较好的社会效益。从

2008年至今，项目组先后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7次，参加技术培训的乡、镇科技人

员达 600多人，各乡镇到试验基地参观学习的农户达 500 人次，发放资料 6000余

份，解决就业岗位 9000多个，对缓解日益突出的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现实

意义。图左→右，油桃（中油 5号）、枇杷（香钟 11号）、玉米（JCM7）、青稞（品

种筛选试验田）、甜樱桃（促花技术试验地）。

���� 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干旱胁迫对乡土豆科植物干旱胁迫对乡土豆科植物干旱胁迫对乡土豆科植物干旱胁迫对乡土豆科植物

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结题结题结题结题

生物固氮是土壤中最重要的天然氮素来源，能够有效缓解氮缺乏对生态系统生

产力和其它过程的限制。其中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的固氮量占生物固氮的 50%

以上，在生物固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豆科植物生物固氮不仅为固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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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的氮素循环的调控提供科学基础，也为农、林、牧生产与

贫瘠区植被恢复过程中植物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科技支撑。

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课题经费支持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李芳兰博士以横断山

区北段乡土豆科植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干旱胁迫对乡土豆科植物生物固氮的制约

机制研究。这一研究不仅为认识木本豆科植物生物固氮对干旱环境适应能力提供了

科学基础，也为固氮植物资源保护与在干旱、半干旱区植被恢复实践中的应用提供

了科学指导。

� 野外调查结果表明，横断山区干温河谷地区生长了大量的具有生物固氮潜力的

豆科植物，但由于受该地区环境因素（干旱）的制约，大多数不能产生根瘤，

生物固氮机制已丧失。

� 人为控制土壤的实验结果表明，土壤水分

SWC≤19%时植物生物量、根瘤及根瘤菌生

长受到明显限制。干旱胁迫下植物、根瘤

及土壤中根瘤菌可能存在着“协同生长”

关系。干旱对生物固氮生理制约机制：C

同化产物短缺使植物 N需求减少，根瘤固

定的 N素（酰脲）分解速率下降；加之 N

素向上运输减少而积累，反馈抑制根瘤生物固氮。根瘤内豆血蛋白含量减少引

起氧流量下降，根瘤固氮活性受氧制约。

（编辑：张楠楠 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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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赴捷克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赴捷克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赴捷克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赴捷克进行学术交流

根据中国科学院与捷克科学院院级国际合作协议，应捷克科学院土壤生物研究

所首席专家、查尔斯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Jan Frouz 博士邀请，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

究员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至 2010年 11月 15 日赴捷克进行了森林土壤氮循环与管

理学术交流活动。

在捷克科学院土壤生物研究所期间，潘开文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所和我所生态中心在森林土壤氮循环与管理方面的研究进展，深入了解了捷克科学

院土壤生物研究所在碳氮循环中的研究成果，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在 Jan Frouz 博士陪同下，潘开文研究员先后考察了捷克布杰约维采、温佩尔

克、卡罗维发利和布拉格等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重点对卡罗维发利采矿地生态恢

复试验站在森林恢复、碳氮循环和森林管理等方面的实验与研究进行了了解，并就

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

在查尔斯大学，潘开文研究员为该院研究生作了森林土壤氮循环与管理的学术

讲座，并与研究生进行了交流。此外，潘开文研究员还与该校理学学院院长、《Journal

of Landscape Ecology》杂志主编 Pavel Kovar教授就受损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进行了

讨论。访问期间，双方对进一步开展跨区域多点实验的联网研究达成了合作意向。

���� 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应邀到四川农业大学作报告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应邀到四川农业大学作报告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应邀到四川农业大学作报告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应邀到四川农业大学作报告

应四川农业大学邀请，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于近日到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

林学院作了“生态环境规划与设计”专题讲座。讲座中，潘开文研究员系统讲述了生

态规划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数学模型、规划与设计方法以及最新的国际前沿动态；配

合典型案例，生动再现了生态规划设计的工作流程以及规划过程中需克服的问题。

会后潘开文与参会师生进行了讨论，并向他们介绍了成都生物所的发展情况和

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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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高信芬研究员赴英国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高信芬研究员赴英国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高信芬研究员赴英国进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高信芬研究员赴英国进行学术交流

2010年 9月 6日至 12月 6日，高信芬研究员对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伦敦

自然历史博物馆等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重点对来自亚洲的蔷薇属（Rosa）标

本进行了研究。高信芬研究员认为这次学习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为今后的科学研

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吴彦研究员与王乾副研究员应邀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吴彦研究员与王乾副研究员应邀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吴彦研究员与王乾副研究员应邀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吴彦研究员与王乾副研究员应邀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进行学术交流进行学术交流进行学术交流

2010年 11月 24日至 12月 21日，

生态中心吴彦研究员和王乾副研究员

应邀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地植

物学教研室进行学术交流。在俄期间

主要就“放牧干扰对高山林线影响”等

方面的内容，对双方在青藏高原东部

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各自开展的野外工

作进行总结，并就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进行了讨论。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中

国科学院“俄乌白”项目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中俄协议项目的资助。

���� 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员孙书存研究员孙书存研究员孙书存研究员参加第九届生物多样性保护参加第九届生物多样性保护参加第九届生物多样性保护参加第九届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与持续利用研讨会

第九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于 2010年 11月 4日-6日在福建省

厦门市厦门大学顺利召开。会议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后 2010年目标”。会议由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马克平主持。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员、彭

幼红和李国勇助理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编辑：彭玉兰 李忠荣）

吴彦研究员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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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生态中心召开年终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中心召开年终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中心召开年终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中心召开年终总结及战略研讨会

2010年 12月 10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研究中心召开了本年度年

终总结及战略研讨会。该所党委书记汪光泽，副所长叶彦出席了会议。会上，生态

中心全体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分组进行了民主评议并全体通过民主评议。评议过程

中，大家就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一年来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进行了汇报。各课题组负责人分别从队伍建设、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汇报了各课题组的总体发展情况和来年工作计划。

所长助理、中心主任刘庆研究员作

了中心总结，他就一年来中心的基本情

况、研究成果、平台建设、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与创新文化和 2011 年工作思

考等方面作了报告，着重阐述了对实施

“创新 2020”过程中生态研究领域“十二

五”发展战略规划的思考。汪光泽对生态

中心一年来各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了祝

贺，他希望该中心能不断发展壮大，争

取更大的成就，并对该中心今后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成都生物所参加四川生态区域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成都生物所参加四川生态区域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成都生物所参加四川生态区域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成都生物所参加四川生态区域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
讨会讨会讨会讨会

2010年 10月 14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和乐

山市环保局联合主办的四川生态区域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在峨眉山市召开。

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秘书处和生态专委会委员以及乐山各区县环保局的代表参加

刘庆研究员作中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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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议。成都生物所所长，重点实验

室主任吴宁研究员出席会议，并在讲

话中指出生态区域创建对保护生态环

境来说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同

时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做

好长期的思想准备，生态区域的建设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和持续的

努力。重点实验室卢涛副研究员作了

四川省生态县建设标准化研究报告，

就生态县建设标准指标给出了修改意见。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王玉宽研究员

作了宝兴县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报告。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项目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项目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项目总结及战略研讨会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项目总结及战略研讨会

2010年 12月 24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项目总结及战略研讨会在成都生物研

究所举行。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吴宁研究员主持，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基础处郑超英处

长，华莉副处长，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教授，四川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王金锡研究员等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实验室依托单位相关研究

部门的部分研究员和科技处处长张咏梅、

开放课题项目负责人、相关领域老师及研

究生等 30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对实

验室 5个开放课题的考核指标及研究计划

完成情况、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和对其它

主要参与及主持项目的影响和关系等方面

进行了考查，专家们在听取了项目负责人

的介绍后，对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同时

也建议大家在已经取得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思路，深化研究，取得更大成绩。

最后，专家们还就实验室建设、人才队伍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期进行总结的 5个开放课题项目分别为：增温与干旱及其协同作用对松贝生

会议现场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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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生长和品质的影响，植物种内遗传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研究，干旱胁

迫对乡土豆科植物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绿绒蒿属（罂粟科）三种植物的生殖

隔离机制研究，以及植物物候和生长对模拟的春秋季气候变化的影响。

���� 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参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项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参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项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参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项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参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项
目总结会目总结会目总结会目总结会

2010年 12月 28日，“全球环境基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恢复与重建中生物多样

性保护应急对策”项目总结会在成都召开，大会由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

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及成都生物研究所两爬室江

建平研究员等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

潘开文研究员作了“四川省汶川地震

灾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与风险评估”主题报

告，受到与会专家和领导的好评。大会还

先后作了“地震灾区生态功能区划”、“《四

川省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更新报

告”、“四川汶川地震灾区自然保护区系统

重建优先行动计划框架”、“震后恢复重建

中生态监测和评估”、“震后生物多样性保

护应急措施中的经验和教训”等主题报告，

成都生物所科研人员围绕主题报告，同参会专家和领导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大会认为，有关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恢复与重建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措施的研

究成果为灾后生态重建、产业布局，改善民生，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和生态提

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为重大灾害中生物多样性应急保护提供了借鉴和技术储备。

����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12121212月吴宁研究员月吴宁研究员月吴宁研究员月吴宁研究员、、、、刘庆研究员刘庆研究员刘庆研究员刘庆研究员分别分别分别分别获得中国科获得中国科获得中国科获得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学技术协会学技术协会学技术协会授予授予授予授予的的的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荣誉称号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编辑：李伟 张林）

潘开文研究员在大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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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杂谈

生长在未来气候中的树――“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森林的

影响” 项目及相关研究简介

向 双

在未来的温室效应下植物会怎样？这是当前植物生态科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问题。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大气CO2水平会升高，相应地会有一系列的环境效应。

众所周知，CO2对植物的生长必不可少，那么植物周围环境中有更多CO2存在会促

使其生长更快吗？如果确实如此，植物应该会从大气中吸收数量更多的碳吗？这看

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却对农业生产和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理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最近斥资4000万AUD建立了一批用于“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森

林的影响” 项目的大型设施，包括CO2 flux tower，Whole-tree Chamber, Rain Shelter,

和FACE实验地。这些实验设施坐落在西悉尼大学（UWS）Hawkesbury 校区森林研

究站，是目前南半球唯一的此类大型设施。

了解CO2与植物的相互作用是我

们理解全球碳循环的核心。目前人类

每年向大气释放CO26-7亿吨，但植物

每年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CO2是人类

排放量的20倍，这其中又有相当大一

部分通过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利用被光

合捕获的能量进行呼吸作用而重新释

放到大气中（IPCC 2007）。为了有效

地模拟未来碳的收支，需要对植物是如何在升高的CO2下进行光合和呼吸作用进行

深入彻底的了解。目前，或许有很多种方法来估算碳收支，比如包括密封叶片和小

枝在一些能够调控CO2的叶室或袋子中，但用一个能在升高的CO2环境生长整个大

WholeWholeWholeWhole treetreetreetree chamberchamberchamberchamber inininin Hawkesbury,Hawkesbury,Hawkesbury,Hawkesbury, UWSUWSUWSUWS，AUAUA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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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温室的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能准确了解整个

树的碳收支。而以下介绍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验项目－whole tree Chamber 实验。

Whole tree Chamber 包括 12 个可允许树木生长至 12 米高的巨大透明温室，能

够严格控制温室温、湿度环境的辅助设施，温室实时监控房和实验室组成，在这个

温室中目前的 CO2浓度和温度是未来 50-60年时间的模拟 CO2浓度升高后的水平和

增温效应。通过应用增温、CO2升高和干旱胁迫等不同处理，可模拟植物在未来气

候变化情景下的响应情况。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生物地理分布的南半球大陆，澳大利

亚以盛产 700多种桉树（Eucalyptus）而闻名，而该实验正是基于此选用了当地用

于林业生产的一种速生桉树（E. globulus）。这是一个由 UWS管理却吸引了包括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澳州联邦科工组织 CSIRO 等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合

作者参加的实验设施，它是一个全国资源用于集中研究全球变化效应的实验，来自

全澳的科学家都可以运用自己独特的专业研究方向来加强对这些树木的研究。这些

实验设施能使得量化整个大树冠层随着时间经历的碳吸收过程成为现实，而且，这

个大温室也分成地上和底下两个部分，从而使得枝条的过程能够和土壤和根际过程

区分开来，这样也就能把地上和地下 CO2释放过程区分开来。一些科学家的兴趣是

研究植物在变化环境中的气体交换过程，一些研究关于植物的水分传输响应气候变

化的机制，还有一些科学家的兴趣在于植物的地下部分的气体交换，植物根系－土

壤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些研究的实现都有助于填补澳大利亚陆生植物碳通量和气

候因子之间关系模型的研究空白，也为全球气候－植被模型提供最为精确的数据。

呼吸过程释放大量CO2，每一天任何一个地方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CO2

的30-80％又会通过植物呼吸释放出来（Poorter et al.1990 Plant Physiol; Amthor 2000

Ann Bot; Loveys et al.2002 Plant Cell Environ）。这其中50％由叶片呼吸产生，另一

半则由根的呼吸产生（Janssens et al.2001 GCB; Xu et al.2001 Tree Physiol）。所以对

植物个体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碳收支量，并且这就大气CO2浓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

的量，大多数的全球循环模型预测未来气候的情景时都包含了两个重要组分――光

合作用组分和呼吸作用组分。但在其潜在的假设下呼吸组分有很多弱势，例如一个

假设就是呼吸随着温度升高而成比例增加（Q10常数, GCMs, by Cox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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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那不是事实。呼吸不会一直随着温度的增加保持增加的，呼吸会适应

(Atkin & Tjoelker 2003 TIPS)。当温度上升的时候，呼吸会季节性地随着温度响应曲

线的变化而转换。同时，最近的研究发现，干旱也会对呼吸作用过程产生深刻变化

（Crous et al. 2010 GCB）。大尺度的模型不能精确预测森林植物瞬息万变的呼吸速

率，因此没有这些数据我们也不能正确模拟树木的生长有多快以及树对大气CO2的

贡献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因此理解环境对植物呼吸过程的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

最近，本人访学所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O.Atkin 教授实验室与澳州 UWS 科

学家合作，试图通过对生长在未来大气中的树木如何呼吸这一问题的研究来解开其

中部分问题的答案。固碳是管理全球碳的一个重要对策，但这里还有许多我们所不

知道的机理，比如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碳在植物中的吸收和释出的，而利用这样的

设施对于人类对碳的有效管理却是非常重要。

拟态：植物物种多样性维持的一个新策略

彭幼红

为了降低捕食风险，一些动物往往采取拟态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例如竹节虫的

肤色和形态酷似竹子, 或者伪装成其他动物的食物来引诱天敌捕食，进而捕杀猎物，

增加捕食效率。有趣的是一些植物也有相同的拟态行为，例如生长在非洲南部的一

种叫生石花的植物，叶子常常模拟成周围鹅卵石的颜色和形态，降低了被取食的风

险。分布在中国喜马拉雅山区的一种眼睛草，样子酷似眼镜蛇，对草食动物具有一

定警戒作用。拟态是植物的一种适应现象，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植物的生

存和繁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物种多样性维持的一个新策略。

关于植物的拟态，很早就引起了传粉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的注意。最早观

察到植物拟态现象的是德国的 Sprengel（1793年），但由于不像动物拟态那样普遍，

一直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直到上世纪，人们通过对兰科植物传粉机制的研究过程

中，发现大多兰科植物都存在食源性欺骗传粉的机制，就是说一些兰科植物通过改

变形态和花色，模拟成其他具有丰厚报酬的物种的花色、花形态、、气味、假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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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吸引访花昆虫进行访花，增加传粉效率。接下来人们在兰科植物中还发现，

生长在地中海地区的眉兰属植物（Ophrys speculu），通过改变花形态和气味来模拟

传粉者雌性昆虫的形态和性激素，吸引雄蜂访花，在与唇瓣进行拟交配行为过程中

实现传粉。这是一种性欺骗的拟态行为，目的是利用精巧的花设计，用最少的投入

换取最大的回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尽可能的提高植物的适合度。除此而外，一些

兰科植物模拟某些传粉昆虫的繁殖地来提高访花效率，如分泌出具有类似腐肉、粪

便或者真菌状的花部引诱物的气味。最为著名的是澳大利亚 Corybas属的兰花，它

的花形态类似于某些大型菌伞的伞菌，能够欺骗一些喜爱在真菌上产卵的小型昆虫

为其传粉，与这类植物类似的还有南美的 Dracula属植物，或者它的唇瓣具有真菌

状的形态，并且还发出真菌或者鱼腥的气味，目的是引诱访花者访花。有些兰科植

物，甚至还能模拟出传粉昆虫的巢穴，为访花昆虫提供避难所，例如分布在地中海

的 Serapias属的一种植物，具有深红色的花，花冠类似于蜂类的巢穴入口。以上这

些拟态行为，都是植物通过改变花的形态或者气味，模拟出传粉者喜好或者偏好的

具有高报酬的植物性状，以增加访花率，提高自身适合度。此外，生长在青藏高原

一种菊科植物性状风毛菊，它的叶子呈鲜红色，研究认为这种模拟色是一种警戒色，

目的是趋避食草动物或者昆虫，降低被取食的效率，进而间接的增加了适合度。

拟态行为是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大多研究都是基于直接的传粉或者

取食效应的探讨，忽略了其他可能的生态学效应。或许，基于植物性状调节的围绕

拟态效应展开的间接的一些动植物关系，对维持物种多样性水平、生态系统功能实

现、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兰科植物的假花粉现象

庞胜苗

兰科（Orchidaceae）是被子植物中最进化的类群之一，全世界约有800属20000

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Dressler, 1993; Gustavo,1996;

Mabberley, 1997）。在被子植物中，兰科被认为是动物传粉可以对该类群物种分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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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的一个典型代表（Crane et al., 1995; Tremblay et al., 2005）。因此，对兰科植

物传粉系统的研究是探讨兰科植物进化的关键内容之一。

据研究，大多数兰科植物需要昆虫才能传粉，然而其中约1/3的兰科植物存在欺

骗性传粉系统。包括通过特殊的气味、颜色或形状模拟传粉者食物来源（食源性欺

骗）、或传粉者的雌性个体（性欺骗）、或传粉者的产卵场所（繁殖地欺骗）来吸引

传粉者等。

关于兰科植物欺骗传粉系统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分歧，其中假花粉现象就

是代表。假花粉是一种白色或黄色物质，其外表类似花粉，通常作为食物的载体以

毛状体的形式存在唇瓣。目前，仅在额兰属，多穗兰属，毛兰属和石斛属中有假花

粉报道。一直以来，关于假花粉的作用存在不同认识：一部分研究认为假花粉通过

欺骗来吸引昆虫（Kjellsson and Rasmussen，1987），属于欺骗行为；而另外一些研

究发现，假花粉里富含营养物质，如Polystachya Hook.（多穗兰属的一个种）含有

蛋白质、淀粉甚至是脂类，因而认为这是植物提供给传粉者的报酬，但究竟假花粉

起着报酬，还是欺骗的作用呢？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结论不得而知。

石斛为兰科附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1987年，Kjellsson and Rasmussen首次在石

斛属（独龙石斛）发现假花粉现象，他提出假花粉通过欺骗来吸引昆虫的论断。2004

年，Davies and Turner进一步对独龙石斛假花粉进行了研究，发现其结构由破碎的

连珠状毛构成，不同于先前描述的其他兰属植物Maxillaria and Polystachya spp，其

结构由茎细胞和头细胞构成。另外，Dendrobium unicum假花粉所含食物成分为淀粉，

而其他植物所含成分为蛋白质（Davies et al.，2003）。但是在Davies的研究中，没

有发现昆虫啃食假花粉的现象，因此，依然没有证明假花粉的作用。通过进一步研

究这些物种的传粉者是谁，以及物种的传粉过程和吸引机制，进一步揭示假花粉的

作用，对深入了解兰科植物的繁殖特性以及物种保护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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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土壤抗侵蚀能力无可替代的““““角色”——”——”——”——植物根系

南宏伟

水土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

利用，使得水土流失速度加快，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并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的

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的重大环境问题。根

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356万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37.1%，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 45 亿多吨，损失耕地 100多万亩。因此，积极治理水

土流失，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国家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主要依赖于水土资源、能源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

展，因此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是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土地生产力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壤水蚀侵蚀速率随着植被的增加而呈指数递减趋势。植被提高

土壤抗侵蚀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生物保护作用，二是生物构建作用。从短期

的角度分析，植被可以利用其树冠部分截留降水，减弱降雨动能，和地被物一起使

地表免受雨滴击溅的影响；从长期的角度分析，植被可以通过增强土壤团聚体稳定

性，增加土壤粘聚力，增强土壤渗透性，改善其理化性质，并构造有利于抵抗径流

侵蚀的土体结构及特性，从而增强土壤的抗侵蚀性。而后者主要贡献来源于植物的

根系，它在稳定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抗冲性、防治土壤侵蚀方面的作用往往是地上

部分所无法比拟的。植被，尤其植物根系是改善土壤侵蚀环境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Gyssels et al.（2005）经综述大量的相关研究后，认为在控制水土流失方面，植

物根系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至少不亚于植被地上部分，并提出了相应的数学表达

式：SEP = e-bRP （式中，SEP表示土壤侵蚀参数，如面蚀可蚀性、沟蚀可蚀性等；

RP为根系参数，如根系密度、根长密度等；b为常数，它反映了植物根系提高土壤

抵抗沟蚀、面蚀及溅蚀等侵蚀形式能力的有效性及其大小）。因此最后得到结论：

对于溅蚀、面蚀等土壤侵蚀过程而言，植被地上部分发挥着主要水土保持作用，而

对剧烈侵蚀过程如冲沟侵蚀及切沟侵蚀而言，植被根系的作用就应该被考虑，其重

要性不亚于地上部分。同时指出欲取得较显著的水土流失治理效果，那么维持较高

的根系密度是十分必要的，如对于面蚀及沟蚀，平均根系密度至少应在 5-20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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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才能使水土流失量控制到 50%以下。

植物根系提高土壤抗侵蚀机理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1、稳定土壤结构：植物根系增加了土壤水稳性团粒及有机质含量，稳定了土

层尤其是表土层结构，并创造出来抗冲性强的土体构型。

2、增强土壤抗冲性：植物根系通过网络串连作用、根土粘结作用及根系生物

化学作用等方式使土体具有较高的水稳结构和抗蚀强度，从而不易被径流带走。

3、提高土壤抗剪强度：植物根系在土壤中生长，对四周土体产生轴向压力，

增加了土壤的内聚力、剪胀力和摩擦力；增加了根土接触面积，由此进一步增加了

摩擦阻力；根系本身具有很强的抗拉、抗剪和抗压缩力；根系分泌物利于土壤颗粒

的胶结，最终有效提高了土壤抗剪强度。

4、增加土壤渗透性：植物根系能将土壤单粒粘结起来，同时也能将板结密实

的土体分散，并通过根系自身的腐解和转化合成腐殖，使土壤有良好团聚结构和孔

隙状况，促使土壤中大粒级水稳团粒的增加，明显地改善了土壤的渗透性。

当前国内外有关植物根系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侵蚀过

程与不同根系参数间相关关系的探讨与建立上，涉及主要侵蚀过程有溅蚀、面蚀和

沟蚀；涉及根系参数有死根、活根，根长密度、根系生物量密度、根系深度和根数

等参数；涉及研究对象有农作物和天然植被。总体而言，有关研究还很有限，根系

形态学研究方法上的困难是造成当前研究局限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从植物根系方

面来研究土壤抗侵蚀能力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领域，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联合

研究，系统地认识植物根系对土壤侵蚀控制的机理，对于更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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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轮————————气候环境变化研究与重建的代用资料

幸 福

现代工业发展、过度森林砍伐以及化石燃料消费的剧增，正在影响着整个地球

生态系统，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确定的事实。长期以来，气候变化的研究由于缺乏

足够时间长度的气候记录而受到了限制，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重建过去的气

候变化和估计未来的相关植被变化趋势。

在全球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古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树轮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广泛重

视，树轮气候学应运而生。树轮气候学（Dendroclimatology）是利用树轮研究、重

建一个区域过去与现在气候的科学，它以植物生理学为基础，以树木年轮生长特征

为依据来研究气候及其影响的程度，从而获取气候代用资料，重建环境因子的变化

史实。近年来，国际树木年轮协会（Tree-Ring Society）、国际年轮气候学专家协调

组（IPID），以及国际树木年轮数据库（ITRDB）等多种学术交流共享平台的建立，

大大的促进和加强国际间树轮研究的交流合作。

树轮分析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主

要可用于研究树木年龄、种群动态、生

长习性、气候与生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获得与环境因子主导的生长变化信息，

作为气候重建代用资料等。利用树轮信

息作为气候研究的代用资料时，树轮宽

度的研究可以精确到年，早材、晚材的

研究可以精确到季节。树轮资料具有定

年准确、分辨率高、连续性好、数据量化程度高、可信度高、分布广泛的特点。树

轮资料可弥补气象站点稀少，观测资料时间较短，用仪器测量资料研究气候变化及

其成因受到限制的缺陷，可以更好的了解气候变化的全貌。由于树轮研究的诸多特

点和优点，其已被列为气候环境重建的主要代用资料之一，广泛应用于全球变化的

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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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树轮在气候环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宽度、密度、稳定性碳

氧同位素等方面。其基于的原理可以从植物生理生态学等方面找到解释。

树木生长所需的水分主要来自于土壤，故可将土壤湿度作为环境供给树木水分

的指标。若土壤水分不足，会阻碍树木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抑制树木主干养分

物质的输送，制约细胞活力，从而影响树木形成层细胞分裂的速度，进一步影响树

轮宽度、密度和稳定性同位素含量，土壤湿度的变化又与降水量相关，所以在实际

应用中，树轮可以不同程度的反映过去的降水情况。同样的，温度的高低会直接影

响树木形成层的生长速度和持续时间，从而影响树轮的宽度、密度和稳定性同位素

含量。在温带地区，随着无霜期的增长，树木形成层生长期也延长；而在高海拔树

线附近，无霜期较短，树木形成层生长也就相应缩短了。除此之外，太阳辐射强度

对树轮宽度有一定的影响。高强度的太阳辐射会导致气候高温少雨，使土壤表面湿

度降低，不利于植物根系吸收土壤的养分，最终减慢树木的生长。强烈的太阳辐射

也会使树木的蒸腾作用速率超过吸水速率，导致蒸汽压的不连续，使水分不能满足

树木生长需要。关于 CO2的含量高低是否会影响树木树轮尚存在争议。研究还发现

火山、地震、季风、人为干扰等对树木树轮也都有影响。

总而言之，全球森林分布广泛，树龄大的老树和古木资源丰富，国内外研究者

多年来为树轮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开展树轮分析研究潜力

巨大。不难预料，今后树轮的分析应用必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环境的保护和气候

的预测做出更大的贡献。

蔷薇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彭玉兰

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属（Rosa L.）是世界园艺最重要的三个植物属之一

（Richards,1993），全属约200种，我国产95种，其中65种为我国特有（Gu & Robertson,

2003）。我国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是蔷薇原始种群的发源地和分布中心之一。

蔷薇属植物许多种类具有药用价值。该属植物的叶片和果实中含有槲皮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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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酚、芦丁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和齐墩果酸、乌苏酸等三菇化合物（周燕等，2004；）

其果实入药，味甘、温，人脾、肾二经，具行气活血、祛风通络、益阴涩精补肾之

功。民间主要用于治疗久泻、脱肛、子宫下垂、下肢浮肿等（徐治国等，2003）。

在古代，人们把野蔷薇作为药用和强身植物，用蔷薇果治疗坏血病、身体虚弱、中

毒症、毒箭射伤和失血等多种疾病。

蔷薇果实和花瓣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和美容价值，是食品工业、制药工业和

美容业的重要原料。玫瑰系列食品与玫瑰花茶，纯属天然原料制成，无任何污染，

并且有很高的营养成份，恰好符合当前人们对绿色饮食的追求趋向。

小果蔷薇(Rosa cymosa Tratt.)花精油具有清香、花香和玫瑰的甜香。用于调配化

妆品、烟用等香精，具有增香和定香的作用。蔷薇植物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从花中

提取芳香油。其果实含有极高的维生素C，是一种优良的滋补剂，欧洲各国人民喜

欢饮用蔷薇果茶，我国每年都大量收购，以供出口。种子在医药上是清热解毒的良

药（罗心毅，1988）。

蔷薇果实营养价值高，蔷薇果实含有18种水解氨基酸，包括人体8 种必需氨基

酸。其中以天门冬氨酸、谷氨酸、精氨酸等含量较高。蔷薇果实具有抗衰老、抗疲

劳、耐缺氧等药理作用；西北蔷薇果种籽脂肪油主要成分为脂肪酸酯及烃类。其中

不饱和脂肪酸类化合物可降血脂，从而发挥防治动脉硬化的作用（陈封政等，2001）。

常霞等（2002）研制出了颜色美观、口味醇和的美蔷薇果酒，在保持期(1-5 年) 内

不变质、不褪色、不沉淀。蔷薇还是一种上等的蔬菜，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人们

都有取其嫩梢剥皮生食或酱制食用的习惯，因而又被俗称为 “酱木苔”。春夏季，在

蔷薇的老茎上、根基处萌发的幼茎，采之生食鲜嫩、甜脆可口，凉拌或酱制腌渍清

香味美，也可脱水干制。

何永华等（1994）分析了中国蔷薇属植物个野生种果实的鲜重、含水量、可食

部等经济学性状，并测定了、和胡萝卜素等重要维生素的含量。含量以腺齿蔷薇鲜

果肉和弯刺蔷薇为最高，川滇蔷薇和绢毛蔷薇的含量最低。蔷薇果胡萝卜素含量种

间差别较大，以腺果蔷薇和疏花蔷薇的含量最高，木香花和刺梨含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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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亚玲等（1997）对国产24 种野生蔷薇种子油含量，主要脂肪酸组成及种子

在果实中占的比例分析表明。蔷薇属的一些种类具有特殊的经济用途：果肉富含维

生素及皂甙、黄酮甙、单宁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具有较大的开

发利用价值。蔷薇种子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特别是富含人体必需的亚油酸，

是品质较高的植物油。我国野蔷薇资源极为丰富，少数几种蔷薇果已被开发成果汁

或医药制剂，利用废弃种子提取种子油降低生产成本，并从中筛选具有医疗和药用

价值的种子油，是综合开发利用野生蔷薇资源的一条有效途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观赏花卉、天然食品和保健品的需

求必然增加，蔷薇属植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有着广阔开发利

用的前景。

““““纯天然的””””不一定是““““安全的””””
李 甫

时下，“纯天然”已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的标志，常见的一些食品、药品、保健品

和化妆品的广告都将“纯天然”、“绿色”、“原生态”等作为最佳卖点。“百分百纯天然

原料”、“富含多种纯天然成分”等字眼频频出现，一些品牌索性将“纯天然”做成明显

的标志印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将产品的功效、性能吹的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一些

消费者常常把“纯天然产品”与“绿色产品”相混淆，认为两者是等价的。

其实，“纯天然产品”这一概念本身欠缺科学性，因为“纯天然”并不能代表洁净、

卫生，许多天然物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毒性，过量使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动

物脂肪是天然的，但它对心血管系统有害已经成为共识；矿泉水是天然的，但并非

所有的矿泉、山泉都适合生产矿泉水；一些化妆品中的柠檬油、檀香油及口红中的

色素，在日光下会出现“光毒性”，使细胞中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到伤害，或引

起光敏性皮炎，导致皮肤松弛、皱纹增多；我国的很多种森林蘑菇、日本的蕨类毒

性也都不小；棉籽油中含有的棉酚更是具有致癌作用。

许多从天然产物中分离得到的化学物质虽然被证实具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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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被直接作为药用的却不多，部分原因也是在于它们无法避免的强毒副作用，而

且常常是生物活性越强，毒副作用也就越强。从红豆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紫杉醇

是天然产物化学的主要成就之一，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卵巢癌和乳腺癌，对肺癌、

脑瘤、淋巴瘤、大肠癌等也有一定的疗效，但它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如过

敏反应、骨髓抑制、心血管毒性、神经毒性、肝脏毒性等等。

同时，纯天然中药和西药相比的一个明显不同点是中药提取物往往是非常复杂

的混合物，其中含有的大部分物质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法被确证的。在这样的背景

下，宣称“无任何毒副作用”的“纯天然产品”还值得我们信赖吗？

事实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是化学物质。俗话说的好，“是药三分毒”，

都需要我们谨慎使用，一味迷信“纯天然”是绝对不可取的！

非培养方法在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张楠楠

土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体系，土壤微生物学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的黑匣

子。土壤微生物对全球生态系统功能如养分运转、有机质分解、土壤结构维持发挥

着重要作用。丰富多样的微生物种类不仅是维持土壤健康的重要因素，微生物种类

和数量的变化还是检测土壤质量、肥力变化的敏感指标，因此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的

研究对了解微生物与土壤的关系，保证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全球环境变

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方法是对环境微生物进行直接培养，

然后通过一般的生物化学性状，或者特定的表现型，来分析其中微生物的群落结构

及其生态关系。而自然界中可培养微生物数量只占到实际微生物数量的不到 10％，

只能反映极少数微生物的信息。近年来基于生物化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发展起

来的三大类新方法，力图克服培养这个难点，对土壤微生物生态的研究产生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当前常用的几种微生物生态学方法如下：

1、磷脂脂肪酸法(PLFA)

PLFA 存在于细胞膜中，由于不同的微生物具有不同的 PLFA 种类和数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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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作为了解自然环境中微生物种类组成和数量变化的指标。PLFA 方法首先利

用有机溶剂将土壤微生物中的磷脂脂肪酸浸提出来，然后用经硅胶柱分离，通过气

相色谱(GC)等仪器分析方法，得到土壤微生物的磷脂脂肪酸组成图谱，进而得到不

同脂肪酸的含量和种类。PLFA 方法是一种快速、可靠、可重现的分析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的方法，可用于表征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土壤微生物群落，该方法最适合用

作总微生物群落分析，而不是专一的微生物种类的研究。

2、Biolog 微平板方法

Biolog微量板分析系统是由Biolog公司发展的一种群落水平的生理特性分析方

法，它是基于微生物利用碳源能力的不同，来研究微生物的碳源利用模式的方法。

Biolog 依据的原理，是在分析板上有 96 个孔，一个孔没有含任何碳源作对照，其

余 95个孔每孔含有一种碳源和氧化还原染料四氮唑蓝。底物利用产生的氧化还原

电势的变化可导致染料的颜色发生变化、变化的速率和程度代表了底物被利用的速

率和程度。微生物群落结构不同，95个孔的颜色变化方式就不同，这样可以知道不

同样点微生物区系的差异。

3、分子生物学方法

近年来基于 DNA 和 RNA 信息，特别是 16S rRNA 基因来研究微生物多样性的

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土壤微生物的研究中显示了极大的应用前景。这类方法的共同

点都是首先从土壤中提取总 DNA，选择合适的引物进行 PCR扩增。对扩增产物的

分析方法不同可以分为变形梯度凝胶电泳（DGGE），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

又称为 ARDRA)等，基于 RFLP 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方法末端限制性酶切长度片段

多态性(terminal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T-RFLP)研究方法，主要应

用于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微生物系统发育及其菌种鉴定等研究。实时定量 PCR

(real time PCR)技术作为一种核酸定量的手段，具有高灵敏性、高精确度、高特异性、

污染少等优点，可以定量研究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及数量变化，深入探索微生物群

落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在微生物生态学尤其是功能菌群

定量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编辑：彭幼红 向双 赵春章 南宏伟）



（上接封二）（上接封二）（上接封二）（上接封二）

由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森林

分布集中，过去几十年一直是森林

采伐的重要对象，形成了广泛分布

的块状皆伐迹地。重点实验室山地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团

组对青藏高原东部不同阶段自然恢

复迹地的土壤有机碳库展开广泛研

究，为揭示高海拔林区采伐迹地土

壤演替变化与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

依据。

重点实验室地下生态学与化感作用研究团组系统地对岷江上游典型人工

林凋落物和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和碳库动态变化进行研究，拟开展成

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固碳效益方面的研究。

结语：我国是当今最大的工业 COCOCOCO2222排放源之一，而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在

全球碳循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围绕这一科学问题，国内学者已开展了广

泛研究，但是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动态研究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回答我

国陆地生态系统是碳源还是碳汇的问题，再者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众多，

其碳的蓄积、储量或潜力且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我国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的研究任重道远。

（编辑：赵春章 南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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