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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主办主办主办主办主办主办主办主办

本本本本
期期期期
主主主主
题题题题
����

本本本本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生生生生
毕毕毕毕
业业业业
论论论论
文文文文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2011 年度重点实验室博硕士毕业论文情况简介

2011 年重点实验室的博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已顺利完成。本年度，重点

实验室共有 16 名研究生参加了答辩，其中博士研究生 4 名，硕士研究生 12

名。继去年在研究生毕业之际推出了主题为介绍毕业论文工作情况的一期通

讯后，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通过此平台加强了重点实验室的学术交流，也有

利于展示重点实验室的部分科研内容和水平。因此，经编辑们的再次共同协

商，本期通讯仍将今年毕业生的论文情况介绍作为主题，以此反映重点实验

室的学生人才培养和部分科研工作情况。

在本年度的毕业论文里，毕业研究生选题瞄准国际前沿，并结合重点实

验室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主要涉及了以下 3 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全球

气候变化及人为干扰对生态学过程的影响；（2）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与生物多

样性保育技术；（3）资源植物的保护与利用。

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研究生们经过几年时间的潜心科研，在上述三方

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例如，刘银占博士、徐振峰博士等均关

注了全球气候变化，分别开展了气候变暖、干旱、氮沉降等对生态系统动植

物物候变化、植物生理生化特征、土壤生化特性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同时也

研究了气候变化和放牧干扰双重作用下对地下生态过程如凋落物分解和土

壤呼吸的影响等，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为干扰对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过程和机制有重要意义；徐波博士等系统开展了胡枝

子属植物、木兰属植物、马先蒿属植物、硅藻等有关植物形态、习性和遗传

等方面特性的研究，并探讨了植物分布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以及刘鑫硕

士等研究了林地人为干扰措施如块状皆伐对地表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皆为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程智硕士和庞胜苗硕士分别对苍

耳子中毒/效成分、夹江石斛传粉生物学及种子组织培养条件进行了研究，

这将有利于这些资源植物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由于篇幅有限，本期通讯仅代表性地选择了一些博硕士论文在科研动态

里作详细介绍。在此，借本期通讯的出版，祝愿所有今年毕业的研究生们在

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多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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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介绍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介绍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介绍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介绍

� 青藏高原东缘两类针叶林群落土壤生物化学特性对模

拟增温的短期响应

近两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平

均温度在过去 100 多年里显著上升，到目前已经增加了 0.74 ℃。由于温度控制着

生态系统中几乎所有生物和化学反应速率，因此，全球变暖将对陆地生态系统产生

深刻影响。由于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同时也是陆地生态系统主要

碳库/汇，因此，有关全球变暖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就成了全球变化研究的重

中之重。当前，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地上部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

但有关地下过程响应气候变化的研究仍很不够，地上和地下过程同时监测就更为鲜

见。土壤生态系统地下过程是全球变化研究中最不确定的一个环节，也是当前生态

学研究最大的“瓶颈”。因此，揭示陆地生态系统地下过程对气候变化响应机制和

全球格局，整合地上和地下过程以及扩大实验涉及的气候带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川西亚高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西部主要草地生态系统分布区和林草过渡

带，由于具有高度分化的种、生态学过程和进化现象，被列入全球 200 个生物多样

性优先保护生态区，又因其独特的地质和植被

历史及气候类型，被认为是世界气候变化的

“晴雨表”和中国气候变化的“预兆区”。高

寒森林区是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个特殊地带。森

林生态与全球变化研究团组徐振锋博士通过

开顶式生长室（open top chamber, OTC）模拟

增温，在生长季内，定期测定土壤养分库、土

壤呼吸速率、微生物特征等，揭示川西亚高山

人工针叶林和天然针叶林土壤生态过程对一

定量土壤温度增加的短期响应，并分析两种不

同经营方式森林群落土壤生物化学过程对模拟增温响应的敏感性。

通过研究发现，在整个生长季里，OTC 使人工云杉林和天然针叶林日平均气温

徐振锋博士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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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m）和日平均土壤温度（-5 cm）分别增加 1.24 ℃和 1.15 ℃、0.61 ℃和 0.55

℃。增温初期，人工云杉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和氮（MBN）及二者比

值（MBC:MBN）都没有明显变化，增温仅在生长季末期显著增加了天然针叶林土

壤 MBC 和 MBN。天然针叶林 OTC 内土壤微生物呼吸显著高于对照样地，而人工

林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两类森林生态系统的土壤代谢商都没表现出显著的增温效

应。天然针叶林微生物呼吸显著高于人工云杉林，而前者的土壤代谢商却显著低于

后者。模拟增温增加了土壤转化酶，脲酶，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增温与

林型的交互作用对土壤脲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有显著影响，而对转化酶和多酚氧化

酶影响不显著。增温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与季节变化相关。在各处理下，天然

针叶林土壤酶活性显著高于人工云杉林。土壤酶活性季节动态与土壤温度有着较大

相关性，而与土壤水分季节变化关系不明显。模拟增温易于增加土壤酶活性，但增

温效应和林型、酶种类和季节变化有一定关系。

生长季试验研究发现，模拟增温往往能增加两类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呼吸速率，

模拟增温使天然针叶林土壤呼吸速率平均增

加 15.4%，人工云杉林土壤呼吸速率平均增加

10.6%；模拟增温降低人工云杉林和天然针叶

林活性土壤碳、氮库；模拟增温使人工云杉林

和天然针叶林土壤活性碳库 I 分别下降 12.7%

和 15.9%；土壤活性氮库 I 分别下降 9.6%和

10.9%。土壤碳、氮组分库对模拟增温的响应

在一定程度上与林型、采样时间有关。模拟增

温往往能显著增加天然针叶林土壤的可溶性

氮库（DON），而对人工林土壤 DON 没有影

响。短期模拟增温显著增加两类森林生态系统

土壤净氮矿化速率和无机氮库，但增加的途径

不同（人工林氨化作用占主导而天然林硝化作用占主导）。与土壤氮转化相关的组

分库（DON、NH4+-N 和 NO3--N）对模拟增温的响应与生态系统类型和季节变化密

切相关，天然林土壤氮转化对模拟增温的响应更为敏感。

总体而言，模拟增温对人工云杉林和天然针叶林土壤碳氮循环、微生物特征、

土壤酶活性和土壤氮素活性总体表现为正效应，但天然林土壤生态过程对模拟增温

表现的更为敏感一些。造林或再造林是青藏高原东缘亚高山区域一个重要林业实践

活动，因此，再造林活动不仅影响当前的土壤物理化学特性，而且可能进一步影响

针叶林土壤生态系统过程对未来气候变化响应的方式和程度。

OTC 模拟增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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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增温对川西北高寒草甸动植物物候动态的影响

全球变暖对动植物物候的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功能和进化

生态学研究团组刘银占博士以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北高寒草甸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开顶箱模拟增温的方式来研究气候变暖对动植物物候的影响及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年均 1.5℃左右的模拟增

温对植物物候的影响因时间、物种、物候参

数的不同而不同，年际间变化较大。且只有

少数物种的物候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在 2008

和 2010 年同时拥有的 174 种参数中，只有 4

组（矮金莲黄枯初期提前、钩状嵩草黄枯末

期推迟、单球芹展叶末期推迟、高山韭展叶

末期提前）两年内同时发生了改变。同一物

候在不同年份间高度相关；开花早的物种一

般黄枯较早。茎密度与叶，花和果的物候的

初期和末期都呈显著正相关。除生长季末期开花的物种之外，开花初期生殖高度与

开花时间以及结实时间成正比。植物茎‘中空’比例与茎密度呈反比。

模拟增温降低了 9 种多花（花序）物种之中 8 个物种，平均降低了 56.7%的每

株种子质量和 60.4%的每株种子数量。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增温是通过降低了花

序数量，而不是降低种子大小和结实率，导致种子产量下降的。但是增温对 3 种单

花（花序）物种的种子产量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1）模拟增温降低了植物春化

作用的强度；2）单花（花序）物种在进化上已经形成了对春化作用强度的不敏感

性。模拟增温使美丽龙胆（Gentiana formosa）开花的峰值时间提前了一周左右，而

夜蛾科昆虫（Melanchra pisi）的出现时间则推迟了一周左右。同时昆虫的密度升高

了 10 倍以上，而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条叶银莲花（Anemone trullifolia）的密度则

下降了 30%。模拟增温所导致的物候和密度的改变导致了昆虫开始以龙胆的花被与

子房为食；在加热开顶箱中龙胆的破坏程度比在不加热的条件下龙胆的破坏程度高

了 100 倍以上，这种急剧增加的营养级之间的联系减弱了龙胆的繁殖，并有可能由

此减少了龙胆在升温开顶箱内的多度。

刘银占博士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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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枝子属的系统学研究

胡枝子属（Lespedeza Michx.）隶属于豆科山蚂蝗族（Desmodieae），全世界约

有 40 余种，间断分布于东亚和北美。目前，该属植物的起源、系统地位、物种界

限、种间（内）亲缘关系研究还较少，存在的系统学问题颇多，有待深入研究。植

物区系与生物多样性研究团组徐波博士以世界范围内胡枝子属植物为研究对象，通

过馆藏标本研究和野外居群调查，并结合花粉形态和分子性状等证据开展系统学研

究，探讨了该属的系统发育关系以及与近缘属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一些在胡枝子

属进化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物学过程（如杂交、基因渐渗），完成该属的分类

学修订及建立更为自然的属下分类系统。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对形态性状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属植

物茎的体态、有无闭锁花、花冠颜色、花序与

叶片相对长短、萼裂片分裂程度及形状、幼苗

形态和冬芽芽鳞排列顺序等是比较可靠的分

类性状，具有重要的分类价值。但研究中也发

现有些相对稳定的性状有时也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变异。因此，在分类处理时应尽可能利用

较多的分类性状或性状组合。

2、对花粉形态得研究结果显示，该属植

物的花粉立体形状为球形，近长球形或长球

形，赤道面观为椭圆形或近圆形,极面观为三裂圆形或三角圆形。具三孔沟，沟较长，

沟缘光滑或不平。属内花粉形态差异主要表现在萌发器官及外壁纹饰。根据花粉萌

发沟的大小及内孔形态特征的区别可以将该属植物花粉的萌发器官划分为了 3 种类

型，并基于花粉形态特征建立了一个胡枝子分种检索表。

3、分子系统学分析结果表明：Lespedeza、

Campylotropis 以及 Kummerowia 都是单系

类群，Kummerowia和 Lespedeza是姐妹群关

系，Campylotropis与 Kummerowia + Lespedeza

这一分支是姐妹群关系；基于传统形态划分的

两个亚属（subgen. Lespedeza 和 subgen.

Macrolespedeza）没有一个是单系类群；地理

上间断分布的北美类群和东亚类群都是单系

徐波博士（中）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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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且互为姐妹群；核基因树和叶绿体树拓扑结构不一致，暗示基因渐渗及不完全

谱系重排在胡枝子属的进化历史中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采用松散分子钟方法对胡

枝子属内及与近缘属间的分化时间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Kummerowia 和

Lespedeza在晚渐新世（约 9.2 mya）分化以后，Lespedeza迅速分化为两支（约 8.2

mya），北美分支和东亚分支；北美类群的祖先迅速通过白令海峡迁到北美，之后东

亚和北美类群几乎同时开始独立分化。

另外，对胡枝子属 35 个种的 41 个样品的 ITS 序列进行了大量克隆分析，共得

到 348 个克隆子，其中有 265 个是不同的克隆子。如此高的多态性暗示胡枝子属内

存在明显的 ITS 致同进化不完全现象。更为有趣的是，克隆子在两个亚属的分布模

式截然不同：在 subgen. Macrolespedeza中，来自各个不同物种的克隆子完全混合在

一起，这表示 ITS 基因在本亚属内致同进化速率较低和可能存在的广泛的杂交现象；

然而，来自 subgen. Lespedeza 不同物种的克隆子各自聚为一个单系或者关系尚未解

决而并列于某分支基部，这表示 ITS 基因在本亚属内致同进化速率较高或较少的杂

交现象。两个亚属克隆子分布模式的差异可能与它们各自不同的进化历史有关。

4、分类处理结果为：依据形态特征，结合分子证据（ITS、rpl16、rpl32-trnL、

rps16-trnQ、trnL-F、trnK/matK）和细胞学证据对胡枝子属下划分作了如下探讨：

取消原来的两个亚属，将胡枝子属植物分为四个组。将横断山铁马鞭（L. fasciculiflora

var. hengduanshanensis) 提升为种的等级，同时描述一新种—江西胡枝子（Lespedeza

jiangxiensis）。

� 不同基因型冬小麦对水分胁迫的反应及其差异性

水分胁迫是影响植物生长、生存和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限

制作物生产的主要因素。小麦是全世界分布范围最广、栽培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

总贸易额最多的粮食作物。水分胁迫对于小麦生产是个持久的限制因子，全世界有

15 亿公顷的土地受水分胁迫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 0.4 亿公顷、发达国家至

少 2.5 亿公顷的小麦受水分胁迫的影响 , 因此利用生物技术手段筛选抗旱型基因小

麦，挖掘植物自身的耐旱潜力，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有效措施之一。此外，小麦的优

质高效生产一般同时受品种（基因型）、环境、栽培措施及其互作效应的影响。基

因型决定小麦的遗传生产力，生态环境质量往往决定小麦的自然生产力。在某一地

区，优良基因型，环境条件（如水分）是当前获得小麦高产，稳产的关键因素。因

此，明确水分胁迫对不同基因型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并通过筛选适宜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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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优质品种、调控最佳水分条件等措施，对提高小麦籽粒产量实现高产，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和生产实践意义，也是当前区域农业高产优质的一项重要任务。

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团

组吴晓丽博士以不同品系冬小麦品种为研究

对象，设计了 3 个水分胁迫梯度，通过人工控

制实验来研究不同品系小麦对水分胁迫的反

应，探讨不同品系小麦抗旱性差异的机制，重

点研究干旱胁迫条件下不同基因型的水分特

性和生理反应差异性与适应机理。并通过基因

型对水分胁迫的反应，筛选适宜当地生长的品

种，了解基因型，水分胁迫及二者互作对小麦

生长发育的影响。选题对提高小麦籽粒产量实

现高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生产实践意义。

论文研究发现，水分胁迫影响了不同生态区冬小麦的光合能力、叶片养分利用、

水分利用及生长特性（环境影响），且不同地区品种反应不同（基因型影响）。在水

分较好的条件下，湿润区品种的生长，光合、水分养分利用较干旱区品种高，但在

中等水分胁迫条件下，干旱区和湿润区品种表现出不同的光合利用、水分利用及养

分利用机制。随着水分进一步加剧，干旱区品种表现出较强的抗旱性。

综合分析表明，水分是影响冬小麦生产的

主要因子，其次是品系效应；虽然不同品系在

水分胁迫下其光合利用、水分利用及养分利用

机制不同，干旱区冬小麦较湿润区冬小麦耐

旱。因此，在生产中，要求我们在注重环境变

化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基因型。尽量避免发

生重度或中度水分胁迫。在小麦品种的选育上

也要注重挖掘抗旱节水基因资源，选育并高效

推广应用抗旱节水的作物新品种，加快小麦高

效育种的进程。该研究成果为小麦抗旱品种选

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为小麦品种的推广应用和抗旱节水栽培提供了科学指

导，对提高作物产量、实现高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生产实践意义。建议在以

后的研究中，与大田生产相结合，并借助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系统研究。

吴晓丽博士在布置试验

光合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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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江石斛传粉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兰科植物多样的花形态及其独特的传粉机制很早就引起了传粉生物学家和进

化生态学家的注意。一般认为，植物的花形态是传粉者协调选择以及专有的传粉者

和特殊的花形态间形成的对应关系驱动进化的结果。然而，有关植物的花形态与传

粉者间这种机械性的适应关系研究较少，石斛作为兰科中第二大属大都由专一的传

粉昆虫授粉，这为研究植物的花与昆虫间相互关系提供了理想的材料。为此，潘开

文研究员研究团组庞胜苗硕士以石斛属新发现种——夹江石斛 (Dendrobium
Jiajiangense)为研究对象，对其传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夹江石斛由专一性的昆虫小地蜂(Andrena parvula)传粉，其花形态与

小地蜂存在高度的机械适应，具体表现如下：（ 1）花入口宽度(4.01mm)显著大于

小地蜂体宽 (3.41mm)，这确保了小地蜂不会因为体宽而无法进入；（2）虽然花通

道高度(1.73mm)显著小于小地蜂胸高 (3.11mm)，
但由于唇瓣具有一定弹性，能向下弯曲3mm，这

确保了小地蜂顺利进入，且唇瓣这种弹性挤压作

用，也促使了小地蜂本能地翘起“尾巴”，顶开药帽，

确保花粉块带出；（3）柱头窝中点至蜜道口长度

(T,6.15mm)显著大于昆虫胸中点至吻端点长度

(S,4.19mm)，这迫使小地蜂为取食花蜜，必须向前

爬行一定距离，其胸背部便会擦过柱头窝，这确

保了粘附在其背部位置的花粉块有接触到柱头窝

的机会，最终完成授粉。

显微观察发现，夹江石斛唇瓣上密布着特殊

的圆锥体绒毛状结构，长度为 379.9um，由数个不

规则的多边形细胞构成；进一步对其进行组织化

学测定发现，其细胞内富含大量的淀粉颗粒和蛋

白质，表现出兰科植物假花粉的特征，且在野外

观察中发现，小地蜂有啃食“假花粉”的现象。

然而，“假花粉”的作用仍不明确，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时，研究发现随着夹江石斛花展示增大，其雌雄繁殖成功率均有增加，这表

明花展示大有利于夹江石斛的繁殖成功；而提供传粉者避难所的夹江石斛雄性和雌

性繁殖成功率也均显著高于未提供避难所的夹江石斛雄性和雌性繁殖成功率，这表

明提供避难所也有利于夹江石斛的繁殖成功。

（A）小地蜂正在花内采蜜

（B）小地蜂白天在花内避雨

（C）小地蜂夜晚花内过夜

（D）小地蜂携带花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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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也发现夹江石斛无自动自花授粉和融合生殖，只能依靠唯一的传粉

昆虫小地蜂进行授粉；而夹江石斛在人工自花、同株异花、异花授粉方式下结实率

均为 100%，这一方面表明夹江石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自交亲和性，另一方

面也表明传粉限制可能是影响其结实率的主要因素；夹江石斛自然结实率为 46.1%，

高于有全球有回报兰科植物的平均结实率 37.1%，这一方面可能与夹江石斛较高的

授粉亲和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小地蜂传粉的有效性有关；异花授粉方式下果

实和种子的重量以及种子的数量、活力和萌发率显著高于自然、同株异花、自花授

粉方式下的，且自花授粉方式下的最小，这充分体现了异交的优势。

本论文发现了夹江石斛花形态与传粉昆虫小地蜂间具有高度的机械适应，首次

设置了 T/S 指标，证明了夹江石斛是适应小地蜂单边进化的结果；此外，首次证明

了间接报酬（shelter）有利于植物自身繁殖成功，这对进一步探讨植物与昆虫的进

化关系及繁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 增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草地和沼泽草地凋落物分解的

影响

高山生态学研究团组张艳博硕士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高原地区，选择

当地两种典型的草地类型——高寒草甸草地和高寒沼泽草地，针对其相应的优势物

种，在增温和放牧条件下开展凋落物分解试验，试验采用改进的上大下小异孔径凋

落物袋（简称双面袋，上面孔径 3.35mm，下

面孔径 0.55mm）代替一般的双面相同孔径凋

落物袋（大孔袋，双面均为 3.35mm；小孔袋，

双面均为 0.55mm），研究了草甸草地和沼泽草

地各自的混合凋落物样品和 4 个优势物种（发

草 Deschampsia caespitos、鹅绒委陵菜

Potentilla anserine、木里苔草 Carex muliensis、
藏嵩草 Kobresia tibetica）凋落物分解过程以

及碳和养分释放动态。这 4 个优势物种也大致

代表了当地草甸草地和沼泽草地生态系统在气

候变暖和放牧干扰驱动下逆行演替不同阶段的

优势物种类群。

结果表明，（1）双面袋与大孔袋和小孔袋相比，既能减少凋落物碎片的损失，

也能允许大部分土壤动物的进入。采用双面袋能更准确地测度草地植物凋落物的分

张艳博硕士在野外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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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速率。（2）增温能够加快高寒草甸草地和沼泽草地植物凋落物的分解。同时，4
个草地优势物种凋落物的分解对增温的响应存在明显的种间差异。（3）放牧总体上

加快了高寒草甸草地和沼泽草地植物凋落物的分解，放牧效应的种间差异也十分明

显；草甸草地植物凋落物分解对放牧的响应比沼泽草地更为强烈。放牧对凋落物 C
的释放影响不显著或有抑制作用，但对 N、P 的释放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对各优势

物种凋落物分解和养分释放模式的分析表明，群落逆行演替过程中，凋落物分解和

C 释放加速，可能促进沼泽湿地退化的正反馈效应。草甸草地的退化标志物种鹅绒

委陵菜具有较高的凋落物质量和分解速度，反映了高寒中生条件下植物应对牲畜啃

食采用“逃避”而非“抵抗”策略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退化过程中凋落物分解速

率呈“正反馈”效应的重要原因。目前采用的在“退化沼泽湿地中”播种禾本科植

物并施肥的植被恢复措施，可能提高沼泽草地凋落物分解强度，从而不一定有利于

湿地的恢复，特别是微观水文过程和养分循环过程的恢复。

通过本研究，不仅为认识增温和放牧条件下高寒草地养分循环和影响因素提供

科学依据，而且也为人为利用和气候变化驱动下草地群落不同演替状态下碳积累和

分解速率的评估提供依据。

� 增温与施氮对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氮素转化过程的

影响

森林生态与全球变化研究团组陈智硕

士以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为研究对象，采

用红外辐射器和人工施氮的方法研究两因

子对土壤氮素转化过程的影响，从土壤氮素

转化过程（矿化、硝化、反硝化等过程）、

土壤理化特性、土壤呼吸及植物氮素吸收与

分配等方面研究增温和施氮对亚高山针叶

林林下土壤氮素转化及其养分有效性的生

态学效应。

通过研究发现，增温改变了冬季土温在

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并且显著增加了全年各层土壤温度差异。增温对土壤 pH
值、有机碳含量、全氮量和土壤 C/N 比均无显著性影响而施氮对土壤表现出明显的

酸化作用，增加了土壤全氮量，导致土壤 C/N 比显著降低。土壤 pH 值、土壤有机

碳含量均呈现出秋冬季高于春夏季的季节变化动态。增温和施氮均使得土壤微生物

陈智硕士在茂县生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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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 C/N 比降低，但均随着处理时间延长，降低的幅度逐渐减弱。增温对土壤矿

化速率无显著影响，而显著提高了土壤总硝化速率，土壤反硝化速率和 N2O 排放速

率，使得大量 N2O 释放到大气中。施氮使得土壤净氨化速率提高 34.8%，对土壤硝

化作用则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逐渐表现出抑制效应。总体而言，增温和施氮均降低

了云杉对根部生物量的投入比例，而增温主要

用于叶片生长，施氮则主要用于茎部生长，增

温和施氮联合处理下则同时提高向叶片和茎

部的两方面投入比例。此外，增温和施氮均显

著提高了云杉茎部有机碳含量，而叶片的有机

碳含量则有所下降。

因此，增温促进了氮库从土壤中向植物库

中转移。同时，增温促进了土壤氮素以 N2O
的形式流失，增加了大气 N2O 浓度，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产生正反

馈。施加 NH4NO3形式无机氮肥，大量增加土

壤 NO3
–-N 含量，抑制土壤硝化细菌将土壤 NH4+-N 转化为 NO3

–-N 的硝化作用。此

外，施氮也显著促进了土壤 N 素以 N2O 的形式流失，增加了大气 N2O 浓度，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产生正反馈。

� 有毒中药苍耳子中毒/效成分的研究

有毒中药是指具有一定毒性成分、副作

用大、应用不当容易产生中毒症状，甚至危

及生命的一类药物。毒与药在一定条件下具

有相互转化的关系, 使用得当可化毒为药，

产生惊人的疗效，使用不当则可中毒甚至殒

命。中药的毒性既有与化学药物相似之处，

也有其特有规律。然而，中药化学成分的复

杂性和有效成分的模糊性往往增加了对中

药毒性的研究和认知的难度。

王明奎研究员研究团组程智硕士依托

国家 973 计划“确有疗效有毒中药科学应用

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项目中的课题，从 2009 年开始对有毒中药苍耳子中毒/效物

 

实验样地

苍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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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础进行研究，以提高苍耳子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以下 4 个方

面：（1）通过传统的层析分离方法从苍耳子 80%甲醇提取物正丁醇部分分离得到 13
个化合物，运用现代谱学方法确定了这些化合物的化学结构，包括苍耳子特有成分

噻嗪双酮和噻嗪双酮苷、毒性成分--苍术苷钾盐和有效成分--绿原酸，其中一个为新

化合物。（2）运用电喷雾质谱技术(ESI-MSn)对生品苍耳子和炒黄苍耳子中的毒性

成分和有效成分分别进行分析，发现 1 个新毒性成分和 3 个新有效成分。（3）运用

HPLC 技术考察苍耳子特有成分—噻嗪双酮类化合物在炮制前后含量的变化，结果

表明，该类成分在炮制后含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4）考察炮制温度和炮制时间对

苍耳子中有效成分—绿原酸含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最佳的炮制温度和炮制时间分别

为 150℃和 60 分钟。

本课题的顺利完成使得对苍耳子炮制前后的毒/效成分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为

苍耳子的炮制和合理用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有意思的是，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从

苍耳子中发现 1 个新特有成分，1 个新毒性成分和 3 个新有效成分。

� 放牧和去除凋落物对青藏高原东缘亚高山针叶林土壤

CO2排放的影响

森林是陆地巨大的碳库，在应对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人类围

绕着诸如化石燃料燃烧、森林砍伐、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等人类活动对于温室气体排

放的影响开展了多个层次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人类活动方

式的多样化与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同人类活动尺度干扰下的自

然生态系统碳排放效应、过程与机理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当前这方面的研究却

十分匮乏。

青藏高原东部的亚高山针叶林是我国西

南林区的主体，目前仅四川省西部高山峡谷和

高原地区就保存有数百万公顷的亚高山针叶

林。如果仅以该区恢复重建的 100 多万公顷的

人工针叶林来略作换算，其固定 CO2 的总量就

达 1.83 亿吨，相当于 30 个 100 万千瓦的火电

发电厂每年向大气排放的 CO2 量。因此，这部

分森林在平衡大气 CO2 浓度、减缓温室气体排

放导致的全球变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碳汇”

作用，已成为政府减缓全球变暖的一项有效措 万川硕士在布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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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此外，森林通过土壤呼吸，还不断向大气排放 CO2，但受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

及频繁干扰，增加了这部分“碳源”向大气排放更多 CO2 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可

能，是否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还存在一个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形成的额外“碳源”呢？

如果有，这个“源”多大？又否可以通过对这些人类活动方式进行调整而减弱自然

生态系统 CO2的排放？鉴于这些问题，森林生态与全球变化研究团组万川硕士在四

川省理县米亚罗地区的 47 年、70 年云杉人工林里，通过设置野外控制试验，研究

去除凋落物、放牧等传统人类活动方式对青藏高原东缘亚高山针叶林土壤理化性质

和土壤碳排放的影响，旨在阐明人类活动干扰下森林土壤碳排放效应，揭示其特征、

过程和机理；比较不同人类活动方式对 CO2 排放的贡献大小，为相应的减排对策制

定提供理论基础。

研究发现，由于放牧牲畜的啃食和践踏作用，土壤表层温度略有升高；在整个

生长季土壤表层的孔隙度和土壤含水量显著降低，从而使土壤容重增加。放牧使土

壤 pH 值存在增加趋势；它对土壤所测的各类元素的影响，在各月份间没有显著差

异；各元素与对照组有相同的季节动态规律。土壤呼吸速率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动态

变化，与土壤温度的变化趋势一致；土壤含水量的降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呼吸；

在该区域放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土壤 CO2 的排放。去除土壤表层凋落物，强烈地改

变了土壤的物理性质。失去土壤有机质的保温缓冲作用，土壤温度产生较剧烈变化；

土壤表层的孔隙度和土壤含水量显著降低，从而使土壤容重增加。去除凋落物对土

壤 pH 值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去除凋落物使土壤变得贫瘠，土壤有机碳、全 N、P、

K 都显著降低。在去除凋落物的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土壤速率，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土壤呼吸会显著降低，并使土壤呼吸峰值提前。

以上研究结果显示，在该区域放牧对云杉人工林的影响较小，而去除凋落物对

云杉人工林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呼吸的影响较大，进而可能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产生影响。

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

� 亚高山针叶林地下生态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学效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和重视。但受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限制，目前有关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而鲜为人知的地下部分严重制约着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研

究的理论拓展。这其中，尤以根系生命活动调控为核心的根际过程及其生态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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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最为缺乏。作为链接植物和土壤的关键通道，根系不但为植物吸收养分和水

分，同时根系的生长、细根周转、分泌物、菌根等生命活动过程与土壤生态过程和

功能紧密相联，根际生态学已经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最活跃、最敏感的研究领域。

森林生态与全球变化研究团组刘庆研究员在前期对亚高山森林研究的基础上，

以亚高山针叶林主要树种云杉为试验材料，采用红外辐射模拟增温和外施氮肥的方

法，研究了气候变暖和施肥对植物根系生长、根际土壤生态过程以及微生物过程的

影响，并初步揭示了根系特性与根际土壤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增温和

施肥总体促进了幼苗的生长和生物量积累，但对根际土壤生态过程的影响各不相

同；增温导致根际土壤有机质和硝态氮含量显著增加，而施肥却显著降低了根际土

壤有机质和铵态氮含量；植物总生物量与根系生长特性（比根长、细根活力和细根

生物量）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根际土壤微生物过程（微生物生物量 C 和 N、

NH4+-N 含量）呈显著的负相关性。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地

下过程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认识，研究结果发表于《Ecological Research》（2011）。

� 植物苗期相对生长率（RGR）与 C∶N∶P 化学剂量学关

系研究

“生长速率理论”（Growth rate hypothesis,GRH）认为生物体的生长速率与自身

的C:N:P化学计量密切相关。生长速率高的有机体必需快速合成蛋白质以支持生

长，蛋白质合成速度又与核糖体内富含P的rRNA含量相关。因此，有机体P含量与

生长速率成正比，生长快速的有机体通常具有较低的N:P和较高的P:C比。GRH 理

论已在许多物种如异养细菌、浮游动物和陆地昆虫等的实验中得到验证，但在陆地

植物上的应用还存在争议。

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员研究团组彭幼红博士以来自于茂县干旱河谷的 7种木

本和 4 种草本植物为研究材料，在养分充足条件下，检测不同生长发育期相对生长

率（RGR）与整株植物 C:N:P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生活型（木本与草本）、

同一生活型不同物种、同一物种不同时期，植物的 C、N、P 含量存在都存在极大

的变异。N 含量 15.27 - 70.84 mg.g-1,整个苗期大多数植物 N 含量呈下降的趋势。P

含量 1.944 -7.353 mg.g-1, 木本植物苗期 P 含量呈前升后降的趋势，草本植物没有明

显的趋势。C 含量 285.5 - 406.8 mg.g-1 ，木本植物 C 含量略有上升的趋势，草本植

物 C 含量则相对恒定。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N:P 比逐渐降低，其中，72.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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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来自同一物种不同生育期（72.9%），17.3%的变异存在于不同物种间，9.8%存

在于不同生活型。由于，N 的下降幅度远大于 P 的下降幅度，因此，N:P 比变异主

要来源于 N 的变化。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N:C 比木本植物中逐渐降低，草本植

物则无明显的模式。所有参试材料 RGR 变异范围 9.85 - 111.9 mg.g-1.day-1。绝大多

数植物 RGR 随着个体大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在植物苗期，木本植物 RGR 与整株

植物的 N、N:P 和 N:C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 3），而与 P:C 无显著的变化模

式。该研究结果发表于《Journal of Plant Ecology》（2011）。

� 不同基因型冬小麦对水分胁迫的光合响应差异

叶片光合色素、净光合特性、光合生理参数及叶绿素荧光的变化不仅受到水分

胁迫的影响，同时也受基因型及其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遗传变异在作物的光合生

产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环境因素仍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基因型

冬小麦光合能力对水分胁迫的反应不同。在水分较好的条件下，湿润区的品种的各

光合参数较高，而水分严重胁迫下，干旱区的品种具有相对更好的光合能力。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研究团组吴晓丽博士研究了不同基因型冬小麦对水

分胁迫的光合响应差异。结果表明：在中等水分胁迫下，湿润区的品种光合速率随

气孔导度及胞间 CO2 浓度下降而减小，说明导致光合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气孔关闭，

气孔关闭也发生在干旱区品种，但干旱区品种的光合速率在中等干旱（50%FC）下

增强，这与其叶绿素含量增大有关。不仅如此，光合速率的下降导致不同生态区的

瞬时水分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适度水分胁迫没有对 PSⅡ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额产生

显著影响，说明中度水分胁迫不仅没有对冬小麦的 PSⅡ初级光化学反应产生负面影

响，同时增大了 PSⅡ电子传递速率、实际转化效率及光化学猝灭，增大了光合速率。

水分胁迫进一步加剧时，不同基因型冬小麦的光合色素、净光合特性、光合生

理参数及叶绿素荧光参数都呈减小趋势，而来自干旱区品种的减小量较湿润区品种

小。进一步说明湿润区品种的光合能力对水分胁迫反应比来自干旱区的品种敏感。

此外，水分胁迫下冬小麦光合速率随气孔导度减小而减小，而胞间 CO2浓度不变，

说明气孔关闭不再是导致光合速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同时，严重缺失条件下不同生

态区的基因型小麦品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光损伤（Fv/Fm<0.70），但干旱区的品种

比湿润区所受伤害小。相关文章被《Plant Production Science》（2011）接收。

（编辑：李忠荣 彭玉兰 李伟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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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旱河谷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研究”项目完成成果鉴

定

2011 年 5 月 25 日，四川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领

衔完成的“干旱河谷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研究”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

该研究明确了岷江干旱河谷面积、空间范围及生态退化问题，阐明了温度、降

水、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动态变化趋势，提出了 6 大典型退化类型，

揭示了植被自然更新潜力与植物多样性在多尺度上空间分异规律、典型优势灌木种

群空间格局、自然更新能力及其关键限制因子，首次全面澄清了生态退化事实、退

化根源及生态保护问题。项目开展了主要优势植物种子性状特征、对水分胁迫、温

度、海拔等多因子下的萌发与休眠过程、策略与机理的研究，提出了突破休眠障碍

促进发芽的技术途径与有效方法；对 5 种代表性优势旱生灌木在干旱胁迫及与氮养

分复合作用下的综合适应过程、关系与机理、抗旱适应策略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

究；阐明了土壤对水分胁迫与不同栽培植物协同的反馈过程差异与机理。摸清了干

旱河谷特有种岷江柏的濒危状况、个体生长规律、种群动态、结实与种子繁殖的能

力、种群更新与生存环境质量及空间差异性，阐明了岷江柏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珍

稀濒危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育对策，对

干旱河谷植被恢复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对

30 年来干旱河谷造林与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

与科学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干旱河谷生态恢复

与持续管理策略，基于野外乡土植物应用的植

被恢复试验，提升了生态恢复技术对策的水

平。目前，部分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对干旱河谷生态建设、大农业发展与区域持续

管理起到支撑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成果鉴定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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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成果极大的丰富了干旱河谷生态恢复的研究，在

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提升了对干旱河谷的科学认知程度和水平。

�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之子课题“西南山

地灌丛碳汇研究”技术培训会顺利召开

2011 年 6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中国灌丛生态系统

固碳现状、变化和机制”的子课题“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技术培训交流会在成

都生物所举行。会议由子课题负责人刘庆研究员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成都理工

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林业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和贵州师范学院 5 所高等院校

的课题合作单位成员近 20 人。成都生物所科技处处长张咏梅参加了会议。

刘庆研究员首先就碳专项的基本情况、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子课题的研究目

标与内容、样点布置、任务分工和年度计划等向参会人员做了全面介绍。专题负责

人尹华军副研究员就灌丛生态系统碳库、变化与机制研究技术方案，分别从样地布

设、样方设置与环境调查、植物与土壤调查、测试分析、碳库储量、固碳速率与潜

力计算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与会人员就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

讨论。专题负责人尹春英副研究员就数字化地

标化野外调查技术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和注

意事项向大家做了系统介绍。另外，会议还就

野外调查设备和材料的准备进行了交流。

通过本次培训和交流，子课题参加人员对

样地的布设、样方调查、数据处理等方面达成

了共识，这些对野外取样的规范化提供了保

障，为即将展开的首次大规模野外调查做好了

前期准备。最后，大家建议在今后的项目实施

过程中应加强类似的交流和培训。

（编辑：彭幼红 向双）

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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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宁主任带队访问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并进行野外

考察

由我室和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生物系合作的中国-克罗地亚政府间合作项目

“中国九寨沟与克罗地亚普利维斯国家公园湖泊浮游植物多样性与生态学对比研

究”，以及四川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普利维斯山地湖

泊环境的藻类监测系统研究与构建”课题进入实施阶段。5 月 2 日至 11 日，合作项

目中方团队在吴宁主任的带领下，吴彦研究员、卢涛博士和孙庚博士一行 4 人对克

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和普利维斯国家公园进行了科学考察。5 月 3 日，吴宁主任一

行在克方团队负责人湖泊生态学家 Andjelka Plenkovic 教授的陪同下，分别会见了

萨格勒布大学校长 Aleksa Bjelis 和理学院院长 Sven Jelaska。吴宁主任介绍了我室的

基本情况、科研现状、发展目标以及合作

项目的有关情况。萨格勒布大学领导对吴

主任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以此合作项

目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加强

青年科研人员交流，增进萨格勒布大学与

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的科研合作。随后，

吴主任一行在 Plenkovic 教授的陪同下访

问了普利维斯国家公园、考纳提国家公

园、科卡国家公园和杜布罗夫尼克大学海

洋生物研究所等几个浮游植物生态学研

究基地。考察过程中，双方深入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双方还就进一步合作的潜在领域和问题进行讨论。

九寨沟风景区和克罗地亚普利维斯国家公园都是联合国评选的世界自然遗产

地，两者都是以山地湖泊为主的景观系统，都面临着全球变暖和旅游压力增大的威

胁，通过开展生态学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共性的环境变迁趋势，借鉴先进的生态系统

与克罗地亚政府总理亚德兰卡·科索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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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双方世界自然遗产地景区水质保护和监测水平，维持和提升

景区旅游价值，促进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同时，用于水质评价的生

物指标体系易于应用于环保教育，提高当地居民、景区工作人员、游客和政策制定

者的环境保护水平。

萨格勒布大学是欧洲东南部历史最悠久

的 大 学 ， 有 300 多 年 的 历 史 。 Andjelka

Plenkovic-Moraj 教授主要从事淡水藻类分类

学和生态学研究和教学，特别是喀斯特地貌地

区水体藻类群落研究。曾参与欧盟等许多国际

项目，研究不同生态区浮游植物集落对比以及

污染监测等方面，在悬垂藻类生态学方面有较

高建树。目前与我室的合作项目主要从浮游植

物多样性与生态学功能角度对比研究两地的

藻类区系特征、动态变化及其在湖泊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双方经过密切合作，已经

顺利完成了湖泊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季节动态调查，为构

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指标体系提供了基础数据。合作双方计划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喀斯特湖底生植物与水质的关系以及作为湖泊水质指示因子的可行性。

� 北京大学郭大立副教授到成都生物所进行学术交流

应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的邀请，北京大学

郭大立副教授于 4 月 25 日至 26 日对成都生物

所进行了访问，并作了题为《全球变化条件下

根系生态过程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生

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主持，该

所 40 余名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参加报告会。

报告中，郭大立主要介绍了不同结构的根

对森林管理措施的不同响应，提出了根尖在森

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的重要性；介绍了植物

根系的结构与功能关系，根系寿命情况；发现了根寿命的模块化现象。他还介绍了

与 PlenkovicPlenkovicPlenkovicPlenkovic教授实验室人员合影

学术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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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展的我国东部代表性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态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的

大体思路。会后，郭大立与参会师生进行了交流讨论。

郭大立，目前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生态学系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森林生态

系统地下过程及树木根系研究。近几年在根系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际同

行的积极评价。目前担任 Journal of Ecology，New Phytologist 及 Global Change

Biology 编委。

�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到四川农业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

近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到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

题为“高山森林迹地生态变化与恢复策略”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包维楷研究员系统地介绍了高

山森林迹地形成的背景和研究情况、高海拔

迹地的生态变化趋势与演替途径、灌丛岛对

微生境的影响及其效应评估，并提出了高山

皆伐迹地的恢复策略，指明了高山迹地恢复

的目标、途径和方法。其课题组成员李芳兰

博士、研究生刘鑫分别作了“干旱胁迫对乡

土豆科植物生物固氮的制约机制研究”和

“高山近林线森林地表植物多样性及其对

块状皆伐的短期反应”的报告。

会后，包维楷研究员和同学们就灌丛的护理效应、皆伐迹地的恢复及研究中的

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向林学院师生介绍了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方向。

（编辑：罗艳 张楠楠）

学术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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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 2011 届研究生依场次顺利通过答辩

5月 27日至 31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共举行了 4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

徐振锋、徐波等 4 名博士研究生，陈智、张艳博等 12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

评审。就此，我室研究生毕业答辩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 高山生态学研究团组参加了“草地生态系统固碳现状、速率、机制与

潜力研究调查规范”2011 年度技术与方法培训班

2011 年 5 月 26 日－31 日在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举办了草地生态系

统固碳现状、速率、机制与潜力研究课题调查技术规范与方法培训班。本次培训班

的参加人员都是来自每个子课题的研究骨干（每个子课题 5-6 人），这些骨干将进

一步负责培训其所在子课题的相关工作人员。本次培训班采用培训、实习、考察、

讲座和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主要是将调查规范手册中关于野外取样方法、样

品处理与保存方法、测定方法等进行系统讲解，并明确了草地课题下一步的工作安

排。重点实验室高山生态学研究团组吴彦研究员、卢涛博士、石福孙博士和孙庚博

士都参加了此次培训。

� “蔷薇属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键问题”完成部分野外调查

2011 年 6 月 14 日至 23 日，由重点实验室组成的 6 人调查小组历时 10 天，完

成了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蔷薇属植物的野外调查和采样工作。调查组成员包括周

志琼助理研究员、李甫助理研究员和何达海博士研究生。

此次野外调查行程两千余公里，共完成 10 个样地的种群生长繁殖状况调查及

其叶片和花化学成分测定的样品采集工作，共获取调查数据八千余条，植物样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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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土壤样品近百份，阶段性地完成了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蔷薇属植物

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关键问题”部分野外工作，为该课题的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本

调查小组计划在 7 月中旬继续进行横断山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的蔷薇资源分

布和种群生长繁殖方面的调查。

� 高信芬研究员带队赴渝、鄂、陕、甘等地考察蔷薇属等植物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22 日，重点实验室高信芬研究员带领硕士研究生张羽、朱

章明赴重庆、湖北、陕西、甘肃四省市开展了植物考察，着重考察了重庆金佛山、

丰都；湖北恩施、神农架；陕西平利、秦岭地区；甘肃天水麦积山、兰州兴隆山、

景泰寿鹿山、陇南等地。本次考察涉及的类群重点包括蔷薇科蔷薇属（Rosa）植物，

同时也兼顾其他类群，并对蔷薇属（Rosa）植物的种类、分布情况、变异情况作了

详细的调查；共为我所标本馆采集 381 号约 2000 份标本，DNA 样品约 1300 份（其

中包括约 50 个居群样品），同时引种了大量蔷薇属（Rosa）、百合科（Liliaceae）、

兰科（Orchidaceae）等植物活体种质资源。此次考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蔷薇属（Rosa）

植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顾垒博士参加“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

存”项目总结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

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项目在昆明召开了项目财务及 2010 年度工作总结会，重点

实验室顾垒博士参加了此次总结会。会议总结了在 2008 至 2010 年 3 年期间科技部

基础性工作专项“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项目在种

质资源采集、保存、信息数据收集和共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同时也明确了今年的工作任务，并为项目的验收及

延续提前作了安排。

（编辑：李甫）



Ecores Newsletter 2011 No.2

- 22 -

无须无须无须无须““““谈瓜色变谈瓜色变谈瓜色变谈瓜色变””””

罗艳

自从江苏省镇江市百余亩西瓜爆炸，传闻与膨大剂有关之后，大众就视西瓜为

洪水猛兽了。身边不少亲友都存在这样的观点：现在的西瓜对人体有害，千万不能

吃。多家媒体甚至发出这样的评论：“膨大剂”犹如瘦肉精一样，对人体危害甚大，

应予以立即取缔。那么我们真的有必要谈瓜色变，放弃这美味可口的消暑佳果么？

首先，我们来看看导致西瓜开裂的原因。影响西瓜开裂的主要因素包括：

（1）品种。研究表明，与晚熟西瓜相比，早熟西瓜由于皮薄、瓜皮细胞大、排

列疏松、瓜皮相对缺乏韧性，导致其较易开裂。在江苏，此次出现“裂瓜”现象的

西瓜品种名称为“日本全能冠军”，其特点就是皮薄、易裂。

（2）天气状况。连续阴雨之后的暴晒容易导致西瓜开裂。因为，在阴雨天时，

低光照和低温容易使瓜皮木栓化，从而降低瓜皮的韧性。在随后到来的晴天，西瓜

生长速度加快，就很容易撑破瓜皮，造成裂瓜。

（3）肥料使用。例如，使用过多的氮肥会使西瓜皮容易开裂。这是因为，施用

氮肥可以大大提高西瓜的生长速度，但瓜瓤的生长速度要大大快于瓜皮。这样一来，

西瓜就很容易开裂了。

因此，西瓜的开裂未必是膨大剂造成的。事实上，市场上贩售的西瓜一般都完

好无损，那么这些西瓜是否有膨大剂的残留？膨大剂对人体是否会造成危害呢？

目前市场上常用膨大剂的主要成分是氯吡脲和赤霉酸。在我国，氯吡脲主要用

在西瓜等园艺作物上，赤霉酸主要用在柑桔等作物上。这次出事的“地雷西瓜”使

用的是氯吡脲。

氯吡脲属于苯脲类细胞分裂素，主要机制是促进细胞分裂和扩大细胞体积，用

作植物生长调节剂、膨大剂，用于促进果树、蔬菜、粮食作物等的生长。它由东京

大学药学部的首藤教授等发明，纯品为白色无味结晶或粉末。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

（39 ppm, 21℃），不可燃，在空气中稳定。

氯吡脲是一种植物激素，对人体没有激素样的副作用。那么对人体是否会有其

他副作用呢？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大剂量（100 毫克/千克）口服摄入的氯吡脲可迅

速为消化道吸收，吸收后很快就可被排出体外（7天后老鼠体内残留量仅为 2%）；

没有发现氯吡脲有神经毒性；唯一受氯吡脲影响的器官是肾脏，但这是每天大剂量

地喂食氯吡脲两年后才发现的。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将其列入不需要进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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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物质清单，其残留不需要制定安全限量标准，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证据表明它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氯吡脲的使用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目前一般是把市售 0.1%氯吡脲溶剂又稀释了

100 倍再喷洒或浸泡，这个使用剂量不会对人体有害。而且，只有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才可以促进果实增大、早熟、提高产量。如果过量使用或使用时期不当，则可

以引起果实畸形、裂果、掉果等药害现象。

结论：西瓜的开裂与膨大剂无必然联系；膨大剂并非毒药，正常使用对西瓜的

生长有利，对人体健康无害；西瓜形态不正不食，市售正常形态西瓜可放心食用！

根瘤菌与共生固氮根瘤菌与共生固氮根瘤菌与共生固氮根瘤菌与共生固氮

南宏伟

作为必需大量生命元素之一的氮素，在一切形式的生命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尽管大气中含有近 1015 吨的 N2，但因其独特的理化性质而很难被植物直接利

用。过去，农业生产上主要氮源依赖于工业固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固有的负

面影响也逐步显露出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氮肥

的需求量都将继续增加。据推算，仅我国为满足 2030 年 16 亿人口的粮食需要，就

需新建年产 30 万吨尿素能力的氮肥厂 300 座。这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在大量消耗

不可再生的能源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自然界中，某些微生物可以利用固氮酶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为植物可直接利用

的 NH4
＋
，类似这种微生物把大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氨态氮的过程就是生物固氮。生

物固氮具有固氮量大、效率高、不污染环境、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等优点。因此，

在当今世界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生物固氮的研究应用已成为世界

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生物固氮研究已经被列为“国际生物学计划”中的重点研

究内容，各国政府都将其列为重点攻关项目。根据固氮微生物与高等植物间的关系，

可将生物固氮分为自生固氮、共生固氮和联合固氮三个体系。其中共生固氮是最重

要的一种生物固氮形式，而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又是重中之重，是陆生生

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供氮体系，其固氮能力强、固氮量大、抗逆能力强。据估计，豆

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年固氮量约占各种生物固氮体系年固氮总量（175000
吨）的一半，相当于全世界工业合成氮肥量的两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氮源。

从 1675 年德国学者 Malpighi 首先观察到菜豆和蚕豆上的根瘤开始，直到 1888
年荷兰学者 M.W.Beijierinck 首次从豌豆根瘤中获得了根瘤菌的纯培养物之后，人们

对根瘤菌的研究才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目前，在根瘤菌的形态学、生理学、生

物化学、遗传学和生态学等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1895 年，美英两国率先进行

了根瘤菌菌剂的生产，由此拉开了对根瘤菌的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序幕。至今，根瘤

菌菌剂在农业生产中已应用了近一个世纪，我国也有近 50 年的应用历史，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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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瘤菌为革兰氏阴性菌，一般为杆状，但在不利的生长条件下通常呈多形态，

大小为 0.5－0.9×1.2－3.0 微米。鞭毛周生、端生或侧生，无芽抱、能运动。在碳水

化合物培养基上生长时常常伴有丰富的胞外多糖粘液。根瘤菌是化能异养菌，多利

用单糖、二糖、多元醇和有机酸为碳源，能以铵盐、硝酸盐、氨基酸为氮源，但加

入豆芽汁和酵母汁可促进其生长。硼和钼等微量元素参与根瘤菌的固氮过程，根瘤

菌适宜生长的 pH 值为 6.5～7.5，培养温度为 28～30℃。目前，最常用的培养基为

YMA（酵母汁甘露醇培养基）。

根瘤的形成过程一般包括下列几个步骤：当相适配的根瘤菌菌株同豆科植物种

类在土壤中接触后，后者开始发出信号物质；受豆科植物信号物质的诱导，根瘤菌

也发出相应的信号物质；豆科植物根毛变形，根瘤菌侵入根毛细胞，随即形成侵入

线；侵入线不断增长，逐渐伸入根皮层；与此同时豆科植物皮层细胞进行有丝分裂，

产生根瘤原基；侵入线继续增长和分枝，伸入各根瘤原基细胞，并将根瘤菌释放出

来；根瘤原基发育为根瘤，其中，根瘤菌分化为类菌体；由植物形成的周膜将其包

裹成为共生体，类菌体将分子态氮还原为氨态氮，供植物利用，这样经过二者的由

遗传因素决定的一系列复杂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植物与细菌的共生体――根瘤。

根瘤的外形多样，在根系上的分布也因植物不同而异，根据其内部是否具备分

生组织，可将其分为有限生长和无限生长两种基本类型。由于有些根瘤不固氮或固

氮量太少，所以植物得不到益处，这种根瘤被称为无效根瘤。根瘤在固氮时消耗的

能量是由类菌体利用碳源进行氧化磷酸化而产生的，需要一定的氧气供应，而固氮

效率高的有效根瘤因其加氧豆血红蛋白的比例较大，往往呈现粉红色或红色的外

观，而无效根瘤则大多为白色。

根瘤菌的一个普遍特性是一定的种只能感染一定的豆科植物种类，它们的结瘤

能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专一性，这是由根瘤菌和豆科植物的遗传特性决定的。从一

个属植物根瘤中分离的根瘤菌能够在其它属植物上结瘤，人们将这些能够相互利用

同一根瘤菌菌株形成共生体系的豆科植物称为“互接种族”。常见的豆科植物互接

种族有大豆族、菜豆族、苜蓿族、三叶草族、豌豆族和豇豆族等。

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的固氮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受到内

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寻找进一步提高其固氮效率的方

法和技术。内在的影响因素涉及与固氮作用机制相关的诸多方面，它们主要是由根

瘤菌以及豆科植物的遗传特性共同决定的。在不同的共生体系之间，固氮效率的差

异往往是很大的。这就要求人们筛选根瘤菌优良菌株时要选用基因型优异的根瘤菌

和豆科植物。同时由于同一根瘤菌菌株在某种豆科植物上表现优良，而在另一植物

上则可能表现不良，所以在筛选时，综合二者进行整体筛选就显得十分必要。外在

的影响因素几乎涵盖了对植物生长有影响的所有生态因子。其中，主要的影响因子

有；①光照因子。它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光合作用则决定着生物固

氮能否顺利进行。光合作用对固氮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植物生长状况的影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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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实现的，应从光照时间，强度等多方面综合考虑。②温度因子。豆科植物生长

及根瘤的形成都需要适宜的温度。一般认为豆科植物最适宜结瘤和固氮的温度为

20～22℃。温度的高低会对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的发育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过低的温度会导致豆科植物的结瘤、固氮的能力下降和生物量的减少。为此，寻找

耐低温的豆科品种来适应寒冷地区的生长条件，也是目前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的问

题。③土壤因子。它是对共生体系影响最为直接的一个因子，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

方面。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可明显影响根瘤菌的接种效果。土壤的氮素含量过高

或过低都会显著抑制豆科植物的结瘤和固氮效率，唯有氮素水平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才有利于固氮过程。而在土壤中适量增加微量元素如铁、锌、钒、钴、钼和硼则可

有效提高根瘤的固氮效率。土壤的水分状况对豆科植物的结瘤固氮也有着重要影

响。一般而言，土壤水分保持在饱和持水量的 60～80%，根瘤的形成及生长最好。

此外，土壤 pH 值，土壤类型，通气状况，重金属污染情况，土著菌群，有机质含

量，除草剂使用，豆科植物种植年限等等都会对生物固氮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

日常的耕作管理措施，以及根瘤菌的接种方式对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固氮过程

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利用石灰包衣种子或直接施于土壤中可以提高接种菌的

竞争力。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的固氮效率，必须综合考

虑上述的影响因素。在构建高效的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固氮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从

四个方面去努力：改良宿主植物，选择优良的固氮菌株，强化耕作管理，优选接种

方法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豆科植物的固氮优势。

浅谈中药炮制面临的问题浅谈中药炮制面临的问题浅谈中药炮制面临的问题浅谈中药炮制面临的问题

李甫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辩证施治用药的需要、药物自身性质，及调

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其主要目的为提高中药治疗效果或

降低中药的毒性。中药炮制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煎煮、蒸、炒、煨等。毫无疑

问，中药的炮制和其安全性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一些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就

是由于不正确的炮制而导致的。比如，在过去 20 年中附子的不当炮制已经导

致 5000 人出现中毒反应。近些年来，严重混乱的中药炮制市场给人们带来了

越来越多的疑惑，因此很有必要对中药炮制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 现代炮制和古代炮制方法不一致

在有些情况下，某些中药的现代炮制方法与其古代相应的炮制方法存在严

重的不一致。在古代，《本草纲目》中对何首乌的炮制方法如下：“用刀除去

生皮，米水中浸泡过夜，切片，水浸泡，将黑豆与何首乌成层交替摆放后蒸，

至黑豆蒸熟，取出黑豆，干燥何首乌，然后再与黑豆混蒸，如此重复 9 遍”。

这个炮制过程重点强调要对何首乌蒸和干燥各 9 遍。现在对何首乌的炮制方法

非常简单，用黑豆汁蒸、炖，用黑斗汁和黄酒蒸，用水蒸或高压蒸。整个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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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持续时间从 3 小时到 40 小时不等，没有了交替的蒸和干燥操作。很明显，

现代对何首乌的炮制方法与古时候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以前记

录的炮制方法往往来源于古代中医宝贵的大量临床经验。在对比性研究还没进

行之前就将以往的宝贵经验直接丢弃掉，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

2. 中国不同地方的炮制方法不统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都没有统一协调的炮制操作。除了国家标准以外，很多

地方标准仍在当地实施。在《中国药典》（2010 版）中，尽管记录了总共 822 种饮

片中的 462 种饮片的炮制过程，但仍有许多饮片的炮制过程没有记录。比如天麻 ，

《中国药典》介绍对其的炮制方法为“洗净，润湿，蒸软，切成薄片，然后干燥”，

而《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提到的炮制方法为“用生姜或酒炮制”。《湖南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介绍的对中药天南星的炮制方法与福建省的方法也存在很

大的不同。在前者的介绍中，天南星和生姜汁混在一起，保存一段时间后用白矾浸

泡，煮至咀嚼一小片只给舌头带来微弱的麻木感；而在后者介绍中，只将天南星和

生姜片混在一起，再和白矾在一起煮至整个饮片完全沸腾。除了炮制方法有区别，

炮制中使用的添加剂也常不同。对炮制中药大黄而言，《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推荐使用白米酒，而福建、安徽和广东的《规范》中则推荐使用黄米酒。

上述的这种“一种药材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炮制方法”的现象需要协调一致，急

需建立起有科学根据的统一的炮制方法。

3. 香港和大陆对中药炮制方法不同

作为中药材国际交易的中心，香港在中药材市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

部分的中药饮片和中草药产品都是从这里销售到世界各地。根据以前对香港中药材

市场的调查研究，发现常用的 365 种中药材中，三分之二采用地方的炮制方法。香

港和大陆对中药材的炮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不统一性。

4. 其它国家和中国对中药材炮制方法存在区别

尽管欧洲和北美的药典中也记录了一些中药材，但其炮制过程未有描述。在一

些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的药典中，介绍了部分药材的炮制过程。如《韩国

药典》共介绍了 383 个品种，但仅对其中的 9 个品种介绍了炮制方法，包括蕲蛇、

白矾、沙苑子、磁石等。《韩国药典》中对磁石的炮制过程为焙烧，而《中国药典》

中则为焙烧后浸泡在醋中。和《韩国药典》类似，《越南药典》中也介绍了部分炮

制过程，但大多都与《中国药典》存在很大的差别。《日本药典》同样如此。

由此可见，目前中药材的炮制还缺乏科学一致的依据和客观的质量控制标准，

严重阻碍了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今后要想为中药的发展找到出路，中药工

作者或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研究：(1)充分利用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2)

对炮制前后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对比研究；(3)对炮制前后的药理活性进行对比分

析；(4)运用现代仪器设备对炮制方法进行改革；(5)制定统一的炮制品质量标准。

（编辑：周志琼 南宏伟 庞学勇 赵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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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银占：模拟增温对川西北高寒草甸动植物物候动态的影响（导师：孙书存研究员）

吴晓丽：不同基因型冬小麦对水分胁迫的反应及其差异性（导师：包维楷研究员）

徐 波：胡枝子属的系统学研究（导师：吴 宁研究员、高信芬研究员）

徐振峰：青藏高原东缘两类针叶林群落土壤生物化学特性对模拟增温的短期响应

（导师：刘 庆研究员）

硕士毕业论文题目

陈 智：增温与施氮对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氮素转化过程的影响

（导师：刘 庆研究员）

万 川：放牧和去除凋落物对青藏高原东缘亚高山针叶林土壤 CO2 排放的影响

（导师：刘 庆研究员）

熊 沛：模拟增温对亚高山地区冬季土壤呼吸关键生态学过程的影响

（导师：刘 庆研究员）

苟水燕：干旱河谷 25 种乡土灌草植物生长、生物量分配及茎叶功能性状关系研究

（导师：包维楷研究员）

刘 鑫：高山近林线森林地表植物多样性及其对块状皆伐的短期反应

（导师：包维楷研究员）

徐 琨：干旱河谷乡土植物根与叶功能性状及其关联性（导师：包维楷研究员）

马铁桥：九寨沟湖泊硅藻群落结构与水质评价（导师：高信芬研究员）

郑 霞：木蓝属七种植物的核型分析和微卫星引物开发（导师：高信芬研究员）

庞胜苗：夹江石斛传粉生物学特性及种子组织培养条件研究（导师：潘开文研究员）

袁一斌：川西北高寒草甸四种马先蒿属植物繁殖生态学研究（导师：孙书存研究员）

程 智：有毒中药苍耳子中毒/效成分的研究（导师：王明奎研究员）

张艳博：增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草地和沼泽草地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导师：罗 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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